
皇家宗庙的新生

秋日的上午 ， 当您走进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时 ， 覆盖着黄色琉璃瓦的殿堂依然巍峨 ， 祧庙 （三
殿） 内却是另一番景象———一群身着各式花色旗袍的
女性和三位身着练功服的男性随着音乐翩翩而舞。 舞
蹈老师不时指点： “走起来， 手要抬到这个位置， 眼
神看过来……” 这就是文化宫近期培训中最火爆的街
舞课程。 据说抢报名额时， 只短短的两分钟就全部被
职工申领完毕， 是名副其实的 “秒杀” 课程。 为了保
护古建， 这间另类的教室内只设活动座椅与桌子， 这
一切宣告着它与普通殿宇功能不同。 古老的建筑、 暗
红色的柱子都在诉说着几个世纪的旧时光……

太庙建于永乐十八年 （公元1420年）， 明嘉靖年间
重建。 占地200亩， 毗邻故宫东侧。 其主体建筑为三大
殿， 其中享殿建筑面积达2240平方米； 重檐庑殿顶式
， 三重汉白玉须弥座式台基， 四周围石护栏； 殿内的
主要梁栋为名贵的金丝楠木。 上世纪二十年代， 太庙
被更名为 “和平公园”， 向普通市民开放。 民国二十
年 （1931年）， 太庙由故宫博物院接管。

根据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大事记》， 1950年政
务院决定将太庙拨给北京市， 作为以工人为主要对象
的群众文化活动场所。 1950年1月9日， 北京市总工会
调派人员开始筹备工作。 同年4月10日， 北京市人民政
府拨405143斤小米作为筹建费和当年经费。

那时的太庙是什么样子呢？
参与筹建文化宫的田耕曾回忆当年走进太庙的情

景： “因为太庙长期荒芜， 呈现出一片颓败模样。 走
到园中， 进入眼帘的是满地没膝的荒草， 到了晚间，
经常有黄鼠狼出没其间。 屋顶上也长满了荒草……”

当时太庙的三个大殿及配殿均藏满北京图书馆的
藏书约三十万册， 搬不走就无法开始建设工作。 有资
料显示， 1950年2月春节期间， 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到
太庙了解筹建进展， 得知藏书的事情之后， 指示春节
后找政务院的相关领导解决。 在政务院齐燕铭副秘书
长的协调下， 这批藏书被拉走分批收藏于其他地点，
筹建工作正式开始。 1950年4月中旬， 中华全国总工会
副主席李立三受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肖明之托到中南
海请毛泽东主席题名。

文化宫园林绿化部部长梁嘉宁对记者说， 北京市
劳动人民文化宫是毛主席选定的名字， 并亲笔题写了
宫名， “这个 ‘宫’， 比俱乐部的气魄大多了。” 根据
档案 ， 此前太庙南门曾悬挂 “北京市劳动人民俱乐
部 ” 标牌 。 揭幕前的一天 ，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
宫” 的牌匾制作完毕。 在文化宫揭幕前， 党和国家领
导人以及社会知名人士数十人都为文化宫写来贺词，
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赵树理所写的 “古来数谁大，
皇帝老祖宗 。 如今数谁大 ， 劳动众弟兄 。 世道一变
化， 根本不相同。 还是这座庙， 换了主人翁。”

劳动群众畅游的乐园

1950年4月30日，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揭牌
仪式隆重举行。 同日， 有一万余人入园游览。 文化宫
在1950年5月2日正式开园。 自此文化宫开始成为劳动
人民的乐园。

1951年， 文化宫成立电影放映队， 并建成能容纳
四千人的露天剧场———劳动剧场， 剧场名称由郭沫若
题写。 在当时， 这是全市最大的露天剧场。 国内知名
艺术家如梅兰芳、 马连良、 常香玉、 红线女等多次在
这里演出。

2017年 ， 媒体刊登了李滨声写的文章 《大师的
“台风”》， 该文披露了梅兰芳在劳动剧场演出的情景：
“1951年6月中旬， 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为丰富工人阶

级文化生活， 策划邀请梅兰芳剧团为工人阶级演出专
场。 大家最初曾有顾虑， 因为劳动剧场是露天剧场，
唯恐梅兰芳难以 ‘接帖’。 大家没想到， 很快就收到
梅兰芳剧团的回音， 并定下了演出日期和剧目， 《霸
王别姬》。 劳动剧场的那场演出声势浩大， 自消息传
出， 各产业工会纷纷向市总工会提出要求照顾， 要求
多给看戏名额。”

文化宫的灯光球场也在1951年建成。 这是首届工
人运动会的比赛场地之一， 也曾经是首都球类比赛的
一个重要场地。

1958年， 文化宫首创了 “夏季乘凉游园晚会”。 晚
会安排了劳动剧场的文艺演出、 文化园的大型交谊舞
晚会、 电影放映、 棋类表演、 篮球比赛和猜灯谜游戏
等。 夏季乘凉游园晚会一般每周举办两次， 每次都能
售出1万到3万张门票， 颇受欢迎， 引来其他公园纷纷
效仿。

1985年， 文化宫将寝殿辟为综合文化活动场地，
是北京最早、 最大的群众性交谊舞场所。 据梁嘉宁介
绍， 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负责发放舞场的门票， 来领
票的群众将其团团围住。 “我本来是站着发票。 最后
因为拿票的人太多， 后来的人生怕拿不到票， 总想往
前挤， 我被挤得站上了桌子发票。”

在文化宫建成的近70年间， 举办过不胜枚举的展
览、 游园会、 书市， 甚至集体婚礼等活动。 还根据群
众的需要， 在园区内相继开展过溜冰、 游船等游乐项
目。 文化宫持续至今举办的 “五月的鲜花” 职工歌会
是几代职工的美好记忆。

职工技术成才的摇篮

在文化宫揭幕前夕， 聂荣臻曾为文化宫撰写题为
“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 的贺词， 文化宫揭牌开始即
承担起劳动人民提供培训阵地的职责。

1950年8月， 由市总工会、 团市委、 市文联等多家
单位合办的北京市业余艺术学校在文化宫开学。 艺校
的首批学员有400人，都是职工文艺爱好者。 艺校聘请
了老舍、赵树理、田汉、焦菊隐等知名专家学者授课。 著
名相声演员李文华就是北京市业余艺术学校的学员。

李文华曾在 《捧哏的怎么翻包袱》 文章中回忆：
“我原来是工人， 解放后才开始在厂业余文工团学说
相声， 常常参加文化宫组织的演出和创作活动。 原是

逗哏的， 1960年全国职工文艺会演时， 我临时给人捧
了一个节目， 打那次起， 对捧哏产生了兴趣。”

1956年4月， “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 在文
化宫的劳动剧场开幕。 北京代表队在这场比赛中共演
出六个节目， 文化宫承担组织工作。 由董凤桐、 马树
槐、 王增宪、 张玉林等演出的相声 《找对象》 《全不
怨我》 获得一致好评。 后来， 马树槐被中央广播说唱
团吸收为专业演员。 马树槐当时是新华书店职工， 后
来成为家喻户晓的相声大师， 更名为马季。

1962年， 文化宫举办少年围棋训练班， 9岁的聂卫
平兄弟参加学习。 一年后， 聂卫平获北京市少年儿童
围棋赛亚军， 其弟聂继波获冠军。 后来聂卫平成为我
国著名围棋职业运动员。

1979年， 文化宫建话剧团。 赵宝刚、 王奎容、 方
子哥都是其成员。 赵宝刚当年是首钢的翻砂工人。 据
媒体报道 ， 赵宝刚做工人期间 ， 业余学过美声 、 乐
器， 还常去劳动人民文化宫排练演出。

文化宫1956年开始开办漫画班， 邀请过华君武、
李滨声、 苗地指导讲课。 学员发表作品数万件， 其中
有11人举办过个人画展， 3人出版过漫画选集， 12人被
聘为报社美编。

在技术革新方面， 文化宫在上世纪50年代开辟生
产技术研究室。 根据文化宫的资料， 技术培训活动团
结了一批专家、 教师、 劳模和技术能手， 他们打破厂
际界限， 互相交流切磋。 最后发展到每逢假日， 不同
技术领域的高手汇集于此， 协作攻关； 各基层遇到技
术难题， 也到文化宫来向高手求教。 一时间， 科技活
动室人头攒动， 周周都开 “技术庙会”。 到了上世纪60
年代， 因技术协作活动日益红火， 文化宫园内的场地
已经不够， 全总将原劳动保护展览馆交付市总开展技
术协作活动之用。

1981年， 文化宫开始开办 “自学高考哲学辅导班”
“政治经济学” 等高考辅导班， 开辟全市自学高考辅
导班之先河 。 因报名参加文化宫自学高考培训的
人数太多， 出现排队长龙。 不得不由原计划的两个班
共700人增加至5个班两千余人。 此事引起中央有关部
门的注意， 特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 推动了电视教学
的发展。

1987年， 中央美术学院在京招生30名， 文化宫美
术组学员被录取28人。

今年58岁的梁嘉宁在80年代参加过文化宫的音乐

培训， 还考进了北京工人艺术团。 “课程有指挥、 音
乐基础， 我们学员坐小马扎上听课 。 当时在配殿的
音 乐 室 作 为 教 室 ， 有 好 几 架 钢 琴 。 老 师 都 是 名
家 ， 一个殿能容纳200来人 ， 学员能给坐满。” 梁嘉
宁回忆， 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刚打开， 市面上出现了新
鲜的进口商品， 社会上推崇学习和高学历。 在这个背
景之下， 文化宫的培训课程受到职工们的强烈欢迎，
“尤其是高考辅导班， 名声很大。” 梁嘉宁介绍， 当时
的文化宫对职工、 群众需要考虑的很全面， 除了关注
技术、 文化， 还开设了文化礼仪方面的课程， 比如西
餐的吃法、 领带领结的打法、 握手的方式， 站姿坐姿
等培训。

1983年， 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获 “工人的学校和
乐园” 先进单位称号。

太庙恢复历史风貌

1988年，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被列为 “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世纪90年代， 文化宫成立了文物
研究室 。 职工的需求在变化 、 文物保护的要求在提
高， 这都对文化宫的职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据介绍， 为加强太庙文物保护， 文化宫近年相继
顺利组织完成了一系列太庙文物修缮工程。 太庙目前
基本实现了安全监控系统的全覆盖， 消防设备设施全
部实现了更新。

2018年， 文化宫完成了太庙区域居民腾退工作。

2019年3月， 太庙内拆除数十年老看台的消息登上了各
大报刊的重要位置。

据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主任李鹏介绍， 文化宫
为了适应时代发展需求， 制定了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
化宫 “三区一园” 总体发展规划 （2015年-2020年）》。
“三区一园 ” 指的是 ， 建设太庙艺术馆展览展示区 ；
建设太庙传统国学区； 建设职工文化活动区； 建设一
流管理水平的特色公园。

600岁太庙已成为职工艺术馆

2015年9月11日， 位于文化宫内的太庙艺术馆正式
对外开放。 太庙艺术馆的馆域面积为太庙红墙内全部
区域 ， 包括古代中国最高建筑等级的太庙享殿 、 寝
殿、 祧庙及6座配殿等明代建筑， 相当于院内9座古老

宫殿都是艺术馆的组成部分。 有600年历史的太庙， 由
此成为职工享受艺术的最高殿堂。

“自投入运营以来， 太庙艺术馆共举办大中型公
益展览25个， 通过12351网站向全市工会会员免费发
放参观券。” 文化宫工作人员介绍， 太庙艺术馆打造
了 “展览大篷车”， 利用科技手段将虚拟影像和实物
展品结合， 将优质的展览送到基层职工身边。 同时，
坚持定期举办太庙国学讲坛活动， 邀请知名专家在文
化宫授课， 并录制专题节目在电视台播出。

2017年， 太庙艺术馆加入中国博物馆协会， 并召
开全国知名博物馆、 美术馆馆长研讨会， 主办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驻华使节参观展览活动， 承办中德建
交45周年系列展览总开幕式， 与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合

作推出 “相约丝绸之路” 系列美术作品展， 以传统的
经典身姿逐步打开国际艺术交流的大门。

新时代为职工服务的使命更趋强烈

为了适应新时代职工不断变化的需求， 文化宫也
在想尽办法建设升级职工文化活动区， 延续工人学校
的使命， 进行文化助推活动， 建设特色公园。

文化宫职工辅导部副部长姚晓颖介绍， 现在文化
宫依然承担着 “工会大学校” 的职能， 培训项目深受
职工喜爱。 “我们现在用的是网络报名的方式， 基本
上都是早上9点半开放报名系统， 许多培训班几分钟
名额就能抢光了。”

为了能设置更贴合职工需求的课程， 文化宫的辅
导部广泛发放调查问卷， 实测报名需求和职工学员的
反馈 。 “比如 ， 我们曾经想开办一期西点制作的课
程。 学员报名的积极性不高， 职工们都认为过于耗时
耗力， 家里还需要购置相应的设备， 十分不方便。 于
是我们便把这个项目拿掉了。” 姚晓颖表示， “目前
受欢迎的课程既有古琴、 古筝、 书法、 国画、 盆景等
传统文化培训， 我们将这些课程赋予明确的时代特征
以融入当代人生活； 也有摄影、 街舞、 彩铅、 古风漫
画等适应当代文化生活的培训， 我们将这些课程赋予
传统文化的内容以丰富课程的内涵。”

策划演出部副部长吴镝介绍， 为了帮助各个工会
组织文化活动， 帮助热爱文艺的职工提升技巧水平 ，
文化宫一直以来都有送文艺辅导到职工身边和基
层单位的服务。 “单位要组织大型文艺活动或者庆
典， 只要企业工会进行申请， 我们就会派员过去进行
辅导 。 尤其是声乐类的辅导 、 协助编排舞蹈类的节
目 、 协助策划整合节目等服务比较多 。” 今年以来 ，
文化宫 策 划 演 出 部 已 经 对 150 余 家 企 业 的 演 出
活 动 进 行 了辅导、 策划活动。 “有些单位的职工也
想在业余时间做些文体训练活动 ， 我们也能提供
声乐 、 演讲等培训服务。 只要工会牵头申请， 20人
以上， 符合申请条件， 我们就将老师送过去。 根本不
用职工跑过来。”

吴镝说， 2013年文化宫成立北京职工艺术团， 包
括北京职工合唱团、 职工交响乐团等。 “这是一支以
职工为主的业余团队。 我们有一个演员人才库， 可以
根据基层工会的需求随时联系到相应的人。 职工艺术
团不仅可以给职工演出， 还送服务。 比如企业单位组
织职工活动， 需要导演、 评委， 职工艺术团就把相应
人才送过去。”

位于虎坊桥的北京市工人俱乐部也是文化宫的职
能部门之一。 据介绍， 全面开展文化助推活动的这三
年来， 工人俱乐部开展了4场戏曲戏剧专场、 1场话剧
专场活动以及近20场各具特色的沙龙活动， 内容涵盖
戏曲、 戏剧、 影视等方面， 在职工文化中形成了一种
新风尚。

“从2017年开始， 我们组织的戏曲沙龙深受职工
喜爱。 沙龙活动内容涉及京剧、 评剧、 曲剧等， 我们
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话剧沙龙、 影视沙龙。” 北京工
人俱乐部党支部书记杨军介绍。

未来：更公益，更亲民

采访之中， 记者看到学员们在文化宫园内的花海
间漫步， 阳光透过松枝， 斑驳地射下来， 红墙、 琉宫
内， 90年代树立的时传祥、 郜三喜塑像不时有人瞻仰。
文化宫园内共有古树714棵， 为了建设特色公园， 文化
宫正在逐步落实整体园林景观设计和分步实施环境整
治方案 ， 围绕古树打造明成祖手植柏 、 神柏 、 鹿型
柏、 树上柏、 太子林等特色景观。

文化宫以后将如何发展？ 李鹏主任介绍， 以后文
化宫将建设 “一点、 一平台、 一中心”， 即将文化宫
建设成为 “职工文化中心”、 将俱乐部建设成为 “首
都职工文化展演传承平台”、 将太庙建设成为 “世界
文化遗产点 ”。 “文化宫将转变职能 ， 回归公益本
职。” 李鹏主任介绍。

这座数百年的皇家宗庙， 如今进门票还是两元。
近70年来， 其作为传播先进职工文化重要场所的使命
一直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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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文 彭程/摄

我和我的祖国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70年来服务职工初心不改

这里曾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
宗庙， 建于明永乐十八年 （1420年）。

1950年， 这里改为北京市劳动人
民文化宫 ， 成为服务职工群众的文化
阵地。

毛泽东主席亲自为这座文化宫题写
匾名， 郭沫若赋诗赞誉———“昔为帝王
庙， 今作文化宫”。

近70年来， 这个堪称全世界档次最
高的职工文化园地一直践行她最初的使
命———工人的学校， 职工的乐园。

进入新时代， 这座文化宫服务职工
的手段更加先进、 形式更加多样了；

这座古老的皇家庙宇未来将更加公
益， 更加亲民———

从从皇皇家家宗宗庙庙到到职职工工乐乐园园

文化宫内看书学习的职工（资料图）

文化宫内的时传祥塑像

文化宫的街舞培训班正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