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2018
年 12 月 24 日，位于朝阳门街道朝
西社区前柺棒胡同里的朝西工坊
正式挂牌“开张”。工坊内大量的
非遗元素把 30 多平方米的空间装
点得别具一格。

聚焦非遗元素

走进朝西工坊，一侧墙壁的置物
台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非遗物件
——精美的内画工艺品、活字印刷模
板、京剧脸谱，另一侧则摆满了木工工
具和朝西工坊运营者赵迪亲手制作的
木质平衡蜻蜓等传统老北京玩具。

从小学戏剧出身的赵迪对中国
传统文化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工
坊里充满着非遗元素，辖区居民可
以随时来工坊，现场体验活字印刷
和内画制作等非遗文化活动，我们
也会广泛开设非遗公益课程，更好
地向居民传播传统文化。”

赵迪介绍，在朝西工坊筹备阶
段，还有不少居民前来出谋划策，工
坊里面的很多非遗元素都采纳了居
民的意见。

据悉，朝西工坊原是一家闲置
不用的旧仓库，经过社区多方协调，
决定将旧仓库重新利用，并与隔壁

“人民书屋”打通，共同打造一个社
区文化空间，丰富居民生活。

开设便民服务

不仅精通戏剧，还擅长各种手
艺活儿的赵迪，为了方便附近居民，
特地购置了专业配钥匙工具，以及
各类家电维修等设备，“自‘百街千
巷’环境整治开展以来，社区里很多
配钥匙、修家具电器类的店都迁走
了。我正好利用自身所长，尽力做
些方便周边居民的事儿。”赵迪说。

赵迪表示，朝西工坊就是要扎根
社区，工坊内特地配置的这些便民设
备，不仅将来能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
的服务，而且对辖区内出门不方便的
居民，还会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创新艺术党课

据朝西社区党委书记于春明介
绍，朝西工坊的建立，不仅是一种弘
扬传统文化的方式，更是打造一个
居民自治的平台。

据了解，开业仪式后，还将广
泛征集居民需求，设立活字印刷体
验、老北京玩具制作、戏曲教学等
各类非遗文化主题培训课程，打造
一批社区“草根”能工巧匠。此外，
社区党委还将把党课与传统文化
相结合，在工坊内开展京剧、评书
等形式的艺术党课，让党课的学习
方式更加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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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庄蕊）近日,家
住北沙滩 13 号院的段大爷代表小
院居民,将一面锦旗赠送给景山东
街居委会：“感谢街道社区协调疏
通下水道，解决我们的生活难题。”

据了解，在新任社区专员王宝
玲的协调下，他家院外墙根下持续
数月的污水外溢问题终于得到根
治，院内外居民的生活恢复了正常。

小院外污水横流原因不明

几个月前，家住北沙滩 13 号
院的段大爷发现一件怪事：自家院
外的墙根下往外冒水，沿着胡同流
成一大片。起初，段大爷没在意，
可后来他发现冒水和自家有关：

“只要院里的人用水量一大，院外
就冒水。”

北沙滩 13 号院是一处私产，
住着段大爷及其亲属 11 户。“胡同
里老人孩子那么多，有人滑倒了怎

么办？”段大爷赶紧联系社区，希望
帮忙解决。但街道和社区现场勘
查了几次，都无法确定具体原因，
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为减少污水冒出，段大爷一家
只好尽量减少生活用水，洗澡改去
公共浴室，洗衣服的脏水也不敢直
排下水道，而是用水桶提出去倒在
污水井里。

眼看天气渐冷，污水快要结冰
了，段大爷心里很着急。为查出问
题，段大爷组织亲属挖开自家院子
的地面，检查后发现不是自家管道
的问题。

求助社区专员查明原因

去年 11 月底，居委会向刚上
岗不久的社区专员王宝玲反映了
这事。为彻底解决难题，王宝玲联
系了自来水公司和污水处理集团，
请他们现场勘查，寻找污水外溢的

原因。
去年 12 月初，北京气温低至

零下 10℃，王宝玲主动和社区工
作人员一起冒着严寒，陪着自来水
公司和污水处理集团的施工人员
现场勘查。多次检查后发现，是因
去年新铺的自来水主管道压在塑
料污水管上面，压破污水管，导致
污水排泄不畅而外溢。

说服自来水公司进行维修

问题找到了，王宝玲第一时间
联系了自来水集团进行维修，但自
来水公司不愿承担维修工作。

王宝玲多次与其协商，说服自
来水公司承担维修工作，最终，自
来水公司找到去年铺设自来水管
道的施工队，于去年 12 月 13 日对
主管道进行重新安装施工，恢复污
水管道的正常使用，从根本上解决
了污水外溢的问题。

本报讯（记者 李滢 通讯
员 范诗晨）“成为社区专员后，离
居民越来越近了……”担任安定门
街道北锣鼓巷社区专员月余，在骆
同巨眼中，社区工作虽然琐碎，但
是确能帮助居民解决实实在在的
问题，自己的工作充满温度。

不久前，郎家胡同 24 号楼一
层厕所内污水反漫，物业改造后，
污水却反漫延伸到二层。物业反
复疏通无果后，二层居民只能自行

接管。厕所污水直接被外排到楼
门外，并漫延到郎家胡同路中央。
随着气温下降，污水结冰、出行受
阻，居民无奈向社区求助。

骆同巨接到居民反映后，与社区
管片主任、网格助理员一同前往现场
查看。经询问得知，郎家胡同24号
楼建于1976年，有3栋6层居民楼，
现有近 60户、100余名居民。经核
实，该楼物业管理隶属于1202厂退
休办。他们联系对方后得到反馈：由

于所属物业公司正处于合并及业务
转交过程，以及维修资金需向总公司
申报等原因，流程耗时较长。

考虑到路面结冰给居民出行
带来的不便，骆同巨随即启动“吹
哨”程序，经过街道城市管理办公
室协调，物业公司派来专业维修人
员，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在郎家胡同 24 号楼前，记者
看到胡同路面污水及结冰已清除，
居民恢复正常出行。

本报讯 （记者 刘旭阳）
2018 年 12 月 27 日，建国门街道在
西镇江胡同25号进行了苏州、崇内
社区“三证合一”（房本、户口本、行
驶证）车主的车位分配集中摇号，
88位居民车主参与了155个车位的
摇号选位。

据了解，首批开放车位分布在
苏州、船板、后沟、北鲜鱼巷等胡同
及苏州胡同立体停车库内。在公证
处监督下，现场对辖区内“三证合
一”的车主进行验证并电脑摇号，88
位“三证合一”车主根据摇号顺序挑
选了车位。下一步，还将继续为“二
证合一”的车辆进行车位摇号。

近年来，建国门街道苏州片区
一直面临胡同道路狭窄、基础设施

老旧，过境交通需求量持续增长，
居民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的难
题，因为资源紧张，车位少，导致社
区车辆乱停乱放，严重影响胡同风
貌，且容易出现互相剐蹭等事故。

为此，建国门街道结合西总布
交通整治和不停车管理经验，在
2016 年标准化改造基础上进行精
细化提升，增设交通标识，规范施
划停车位，移除部分占道设施，增
设道闸，重设护栏，在完成立体停
车场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探索建立

“居民胡同内停车优惠、胡同外停
车低于胡同内居民优惠价收费、外
来车辆社会化收费”的片区停车管
理机制，推动苏州片区交通管理秩
序全面升级。

本报讯（记者 史昕玥）2018
年 12 月 27 日，东城区首个由街道
商会联合党委成立的“非公企业之
家”在东花市街道揭牌。这标志着
商会和商会联合党委真正有了自
己的“家”，今后党委研究工作、班
子会议、接待企业家和中小企业负
责人来访有了专用场所。

东花市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街道工委在“办公场地、服务职
能、工作人员和经费”四个方面都为
街道商会和联合党委提供了大力支
持，并在区工商联统一配备商会专
职工作者的基础上，还配备了专职
党建指导员，负责商会会长、副会长

和商会联合党委书记、副书记及班
子成员下访企业、服务企业、联系企
业、会议和日常工作的对接。同时，
坚持会长、副会长和党委书记、副书
记弹性值班制度，及时帮助和有效
解决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打造企业“温馨港湾”。

据介绍，街道工商、司法、食药、
工青妇、党群办、党建中心等部门的
职能全部覆盖到商会和商会联合党
委，为商会和辖区内非公企业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确保商会和商会
联合党委能紧扣非公企业健康发展
正确思路和实际需求开展工作，保
障了“两个轮子”一起转。

景山街道

智能呼叫系统一年急救16位老人
本报讯（记者 庄蕊）近日，记

者从景山街道获悉，景山东街社区
的一位老人在家中突然失去意识，
家属通过街道免费安装的智能养
老服务平台紧急求助，在养老驿站
的帮助下化险为夷。

据了解，为推进养老服务工作，
景山街道 2017 年起为辖区内托底
扶助老人免费安装了270套智能呼
叫服务系统，并为每位老人建立了

档案，包括年龄、病史、家庭住址、紧
急联系人等信息。服务平台 24 小
时有工作人员值守，接到报警后立
即拨打 120 电话，同时通知家属和
养老驿站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10
分钟到达需求现场，提供陪同就医、
送餐、洗澡、居室保洁等基础服务。
去年，该系统已为辖区16位老人提
供了紧急救护服务，及时将老人送
往医院，使老人转危为安。

社区文化空间朝西工坊室内。 通讯员 牛晨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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