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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市中的诗意栖居
——从北京前门东区看老城保护
“曲巷斜街信马，小桥流水谁家”——古人诗词中描述的江南水乡美景，不仅出现在首都北京前
门一带的胡同里，无缝嵌入百姓日常生活，
更成为市民和海内外游客流连忘返的网红打卡地。
这片北起西打磨厂街、南至茶食街，全长约 900 米的三里河绿化景观是北京城区近年来重新挖
通河道、恢复古都历史风貌的新尝试，源自北京东城“将现代生活引入老胡同”
“做好老城保护大文
章”的规划与构想。
重修后的三里河呈带状展开，水草摇曳，溪水潺潺，两岸绿草茵茵，回廊和转角花枝摇曳。都市
人渴望的
“诗意的栖居”，如今不出家门也能坐享。

让历史说话：三里水乡穿街巷
三里河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朝
正统年间。三里河所在的前门东
区，
曾是北京最有代表性的古老街
区之一，
也曾是商贾大户云集、梨
园名角荟萃、
各地会馆汇聚之地。
然而，岁月更迭，数百年间
北京城几经变迁，小河不再，杂
院林立，前门一带成了北京人口
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2016年8月，
三里河绿化景观
项目启动。这条历史悠久的河流依
据历史的河道位置走向进行还原。
“湖心岛中间保留了上百年
的香椿树，河边散落放置的石磨
盘也是修河时从地下挖出来
的。拆下来的老砖、门墩、石料，
只要有用全部保留下来。”负责
该项目的北京天街集团副总经

理段金梅告诉记者。
河道范围内的 480 户居民告
别了破旧的平房；长巷头条等 9
条胡同先后进行了市政改造、架
空线入地和胡同景观提升。经过
8 个月的整治，
京味儿的厚重与水
乡的灵秀相得益彰，热闹与安谧
呼应得恰到好处，胡同别样的韵
味提升了周边居民的幸福感。

让文物说话：挖掘历史寻
“京味儿”
与其他胡同街区的环境整
治 不 同 ，西 打 磨 厂 街 在 拆 违 封
堵、留白增绿、恢复胡同风貌的
同时，还引入文化创意元素，为
古老街区开启了新的生活。
这样的变化源自对老城保护理
念的转变。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夏
林茂说，
要留住老北京的乡愁和记
忆，
就要保护好老城的文化底蕴，
除
了加强文物建筑、
名人故居、
会馆、
四合院等的保护利用，
保护胡同肌
理，
还应深入挖掘老城胡同文化的

“No，No，你们没国标，就必
须按照我国的标准来！”
10 多年前，正是在这间办公
室 ，外 国 船 舶 专 家 甩 下 的 这 句
话，
至今仍在丁郁华耳边回荡。
4 月 4 日，东台市经济开发
区，江苏华阳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丁郁华坐在记者对面，
回忆起当年那一幕，心情久久无
法平静。多年潜心钻研，生产的
船舶配件却因“无国标”一直被
“卡着脖”
，难出国门。
“没标准，那我就来起草标
准！”
61 岁的丁郁华站起身，拳头
把桌子擂得咚咚响，
“三个国标，
我是憋着这口气起草的。”

一股钻劲
让他 19 岁就成了劳模
“1977 年，盐城召开劳模表
彰会，门口保安拦下我，因为我
太小。”
19 岁那年，丁郁华成为盐
城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劳模。
一个初中文化的“毛孩子”，
咋就成了劳模？
“当年，为留足挑河工的劳
力，土政策规定，一家只让一人
读高中，家里把这个名额给了哥
哥。”丁郁华初中毕业一年后，赶
上东台时堰公社开办“机电班”，
由上海下放的两位教授执教，这
个“三不像”的班，开启了丁郁华
的奋斗人生。
“学机电，特有劲！”丁郁华
如饥似渴地学，很快就能开拖拉
机、装配电盘，加之当过木匠、瓦
匠、铜匠、铁匠，18 岁时，他作为

内涵，
把东城的老字号、
老物件、
非
物质文化遗产组织起来，
让它们活
起来、
动起来，
讲好老城故事。
经过两年多的整治，曾被占
用的临汾会馆原址经过
“原材料、
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
的修缮，
不仅摆脱了“大杂院”的旧貌，更
摆上展品、配上讲解员，以“北京
会馆文化陈列馆”的新颜成为展
现北京会馆文化的
“活化石”
。
“馆内陈列有多处历史遗存。
”
段金梅介绍，
走进馆内可以了解北

京独特的会馆文化、会馆保护现
状，
感受历史的积淀与厚重。
西打磨场街在尊重历史、延
续文脉的前提下引入国际化元
素，包括文化创新、民生服务、科
技环保、艺术交流、国际跨界等
领域在内的商业、办公功能，让
老街区“活”了起来。民国的老
旅店变身钱币博物馆、7 处“大
师院”在国内外知名建筑设计师
手中复活……人们说，今天的北
京找回了
“京味儿”
。

让文化说话：老城活化焕新生
家住草厂四条的居民丁淑
凤说：
“以前胡同里都是黄泥
路，一下雨溅一身泥，街道坑洼
不平，卫生间味道大。现在，我
们街道成了‘网红’，要来这儿
串门得提前
‘预约’
！”
以民生改善为根本，以街
区复兴为目标，以精细化管理
为保障，2014 年，前门东区责
任规划师朱小地参与到草厂片
区的街区更新中，重新雕塑胡
同之美。
“我们严格保护了传统的
城市空间格局，改造中，包括地
面的起伏、每个院落的格局、门
的朝向、
门楼及山墙面貌基本延
续了老城的景观。
”
朱小地说。
胡同里的民生改善与街区
复兴没有止于“面子”。记者蹲
点发现，
草厂四条翻天覆地之变
背后的民生点滴，
都跟一个名叫
“小院议事厅”
的组织有关。
“居民的事居民议、居民的
事居民定，小院议事厅既是社
区公共事务的议事平台，也是
社区服务功能的延伸。”前门街
道草厂社区党委书记朱耿亭介
绍，
“我们每月召开两次讨论
会，针对居民生活中遇到的实
际需求与困难，邀请相关部门
与居民一起商议解决方案。
”

江苏制造工匠、华阳重工总工程师丁郁华——

由是做不了。琢磨半年，我终于
找到新方案，把陀螺空间进动变
为平面进动，突破瓶颈。”不钻牛
角尖，换思维，丁郁华总能把难
题变简单。
一难攻克，一难又来。
“船上
发电机电力有限，达不到陀螺启
没长江啊。中国人，
厉害！”
3 项标准一次性获得通过， 动值，减摇器上不了船。”丁郁华
摸索出机械和电气双软启动
填补国内空白，也为中国船舶行
法。他花 6 万元租来渔船，前往
业争得对外交流的话语权。
东沙岛“找大风浪”做试验。因
一往情深
“怕翻船”而从未去过东沙岛的
他把智慧奉献深蓝大海 船老大不答应，丁郁华讲原理，
磨到他点头。整整四天，这艘船
华阳生产车间，写着“不忘
在风浪中平稳航行。目前，减摇
初心，牢记使命”八个大字。这
陀螺被中国海监船、科考船等优
个车间，是丁郁华潜心研究，为
先选用，
现已装配 8 艘船。
国防关键部件提供解决方案而
如今，华阳重工是国家火炬
搭建的实验台。
计划重点实施单位，为国防搭建
“某国舰队的一艘导弹运输
了 8 个实验台。一心以发展壮
船装导弹，上一发导弹船身就倾
大中国船舶业为己任的丁郁华
一次，卸下来再倾，极不安全，安
成功研发高新技术产品 9 项，申
装减摇陀螺后，船稳多了。”接过
丁郁华研制的“船用减摇陀螺” 报专利 169 项，获批 92 项，其中
发明专利 5 项。他起草和参与
缩小版，记者发现它与普通陀螺
不同，呈餐盘大小，圆形，挺沉。 起草船舶行业标准 7 项，被国内
相关船舶研究所聘为主要舰艇
手握固定架，转动圆盘，并用力
的特邀评审专家，担任中国轮机
左右摇晃，稍一动就有一股强劲
辅机分会副主任委员，兼 4 所高
的力量，
拽着归中，
如掰手腕。
校研究生指导老师。2017 年，
船只减摇是欧美国家都难
丁郁华获评江苏制造工匠，被省
以克服的技术难题。2013 年 5
科协聘为首席科技传播专家。
月，作为我国船舶专家，丁郁华
新华日报
受命登上钓鱼岛巡航海警船，现
场感受剧烈的摇晃。
100 多 份 图 纸 ，数 千 次 测
试 ，光 转 盘 样 本 就 有 10 吨 多 。
“当时，需要一种特殊轴承，德国
最顶尖的 SKF 公司拒绝了我，理

“憋着一口气，我起草了三项国标”
优等生，被推荐到乡办玻璃厂。
厂长伍渭源很喜欢这个“爱
钻书堆”的孩子，经常来帮他整
理书籍资料。有了知识的武装，
丁郁华的新点子也特别多。
排灌站水泵控制器坏了，找
小丁；砖瓦厂电机烧了，找小丁；
黄板纸厂要上 45 千瓦的打浆机，
买不起也买不到，找小丁；镇里
要上拉管厂，急需一台退火变压
器，找小丁……时堰镇工业办开
会，28 个厂长争着抢人。镇里索
性把丁郁华调到工业办当生产技
术科科长，服务全镇 36 家企业。

郁华研究船舶积累下第一桶金。
2008 年，
华阳重工研发生产的船
舶轴系、
舵系产品拿到多项专利，
但因为没有国家标准，得不到国
际认同，
产品一直
“原地打转”
。
“要么你拿标准来，要么采
用我们的标准，这是我听到最多
的话。”丁郁华坦言，
“ 被逼到这
份上，无路可退。没有标准，那
我就来起草。中国要发展海洋
事业、做大船舶产业，也急需完
善标准体系。
”
申请很快得到国标委的支
持。两年多时间里，丁郁华收集
数据 7000 多组；为得到一个准
一腔热血
确的收缩率，他修改模具配方 90
他起草
“三项国标”
补空白 多次；为寻求更精确的数据，光
别人眼中，丁郁华脑瓜灵， 模具就制作了 427 套……
2010 年 ，评 审 会 在 上 海 举
懂融会贯通，但这“灵”的背后，
行，由华阳重工作为第一起草人
是他日积月累的勤学苦练。
制定的《船用隔舱传动装置》等 3
1992 年，丁郁华下海，生产
个标准摆上桌，参加评审的还包
铝合金制品，在东台率先做起太
括来自英、法、美、俄等 8 个国家
阳能热水器。
“当时没图纸，一家
企业同意让我看一眼生产车间。
” 的专家。评审现场，面对国外专
家的犀利挑刺，丁郁华拿出专利
回来当晚，
丁郁华就画出图纸，
“我
回击，并通过数据和实例证明，
就往热水器旁一站，那宽度正好
这些标准在许多方面是超前的，
是我的一步半，高度齐我腰，那
有的甚至超过国外标准，如考虑
排管子，间隔是 3 个手指……嘿
长江和黄河而配备防沙装置
嘿！
“
”浑身上下都是尺”
的丁郁华
等。一位欧洲专家感慨地说：
在业界
“精”
出了名。
太阳能热水器的畅销，为丁 “我还从未输给亚洲人，我们也

走近草厂四条 29 号院，远
远就能看到大门左墙上的电子
“刷脸机”，供居住者“刷脸”进
门。百余平方米的小院保留了
红柱、青砖、灰瓦，散发着浓郁
的老北京气息。房屋被改造成
了三个单间，加入了现代的宜
居元素。
这是老院落“腾笼换鸟”之
后的一个新鲜尝试。天街集团
总经理助理姚文国介绍，腾退
之后，这个院落完成了硬件改
造，有暖气，有热水，房屋外墙
安装了保温层，安装了智能家
居的控制系统。如今，这三个
房间作为青年公寓对外出租，
引进了年轻群体与老建筑、老
胡同和谐共生，让老胡同多了
“科技范儿”
。
前门东区的沧桑变化，让
生在草厂、长在草厂的 69 岁居
民张俊义感慨万千：
“如今在沿
河边遛弯，我脚步轻快。享受
这 么 好 的 环 境 ，心 里 能 不 高
兴？能不痛快？”他的身后，古
老胡同的现代生活画卷正徐徐
打开。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