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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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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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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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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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国的老旅店变身钱币博物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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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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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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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6时）
AQI指数 72 空气质量 良
优：攀枝花、马尔康、绵阳、广元、巴中、康定、
内江、达州、广安、雅安、西昌、泸州
良：南充、自贡、眉山、宜宾、资阳、遂宁、德
阳、乐山

1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4日空气质量预报

14 23 C
多云

偏北风1- 2级
阴转多云

偏北风1- 2级

14 24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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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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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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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转小雨

晴
晴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小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4-22℃
5-14℃
13-28℃
18-34℃
13-21℃
14-24℃
14-21℃
13-23℃
13-21℃
14-23℃
14-24℃
14-24℃
14-22℃
15-23℃
15-22℃
15-21℃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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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
14-21℃

晴
小雨
晴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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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转晴
小雨转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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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转晴
小雨

多云转小雨
小雨转晴
小雨转晴
小雨转晴
阴转小雨
小雨转晴

小雨转多云
小雨转晴
小雨转晴

小雨转多云

3-19℃
4-17℃
13-29℃
19-33℃
11-20℃
13-21℃
13-19℃
14-20℃
13-21℃
16-22℃
14-21℃
15-21℃
14-20℃
15-20℃
15-20℃
15-19℃
14-18℃
13-18℃
13-19℃
12-18℃

吴冰清

4 月 17 日至 19 日，东郊记忆·
8090剧场将演出爆笑感动话剧《诱惑
的街》；

4月19日至21日，大喜时代剧场
将演出“疯狂戏剧·品质好戏”饶晓志
严肃绅士喜剧《你好，疯子！》；

4月19日，特仑苏音乐厅将演出
《四月是你的谎言》——“公生”与“薰”
的钢琴小提琴唯美经典音乐集；

4月19日至20日，锦城艺术宫将
演出话剧《苏东坡》；

4月19日至21日，四川歌舞大剧
院将演出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李茶
的姑妈》；

4月20日，特仑苏音乐厅将演出
“台湾钢琴诗人”Pianoboy高至豪流
行钢琴音乐会；

4月20日，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
遗产博览园将举办2019紫荆之夜民
谣音乐节；

4月26日，宜宾市酒都剧场将演
出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羞羞的铁拳》。

中国体育彩票4月13日开奖结果

体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力 摄影报道

“游泳健身了解下？”这样一句吆
喝，早已从街头巷尾火到网络空间。
就和段子里说的那样，“三月不减肥，
四月徒伤悲，五月路人雷，六月伴侣
没，七月被晒黑，八月待室内，九月更
加肥，十月相亲累……”人间四月，春
光明媚，健身再成热搜高频词。然而
最近，身在成都的龙女士（化名）却被
健身搞得烦恼不堪。此前，她路过成
都太古里附近时，正好遇上发传单的
健身房推销人员。最终，她前后花掉
12480 元，在这个健身游泳馆报了 48
节私教课。

“至今没有拿到过健身卡，也没签
过正式合同。”龙女士告诉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在上了3节课后，自
己对私教和健身房均不满意，再加上
要离开成都，便提前联系健身房，想退
掉余下45节课，拿回剩下的费用，然而
未果。

4月13日，在朋友陪同下，龙女士
再次走进位于太古里旁的这家健身
房，但得到的回复仍是拒绝退费，一名
总监反过来建议她将课时挂到网上转
让，令她十分郁闷。

消费者遭遇：
48节健身课只上了3节

想退费遭拒

“3月初路过太古里，遇到了一位
健身房的推销人员。”当时正想健身锻
炼的龙女士，听进去了销售人员的推
荐。3月14日，她在这家健身房交了
1000元定金，签下定金协议，“说好上
48节私教课，一共12480元，一节课
260元。”龙女士说。

交了定金4天后，龙女士又通过
微信转账的方式，向教练毛先生支付
了余下的11480元。“说是要签合同，

但现在都没签过正式合同。”她说，不
只是合同没见着，至今也没见着健身
卡。此外，更令龙女士气愤的是，“一
共上了3次健身课，但每次去因为没
有健身卡，就没使用柜子和淋浴，而且
教练常常以各种理由推销其他的健身
项目。”

除了对健身房和教练不满外，龙
女士最近也打算离开成都，便想着找
健身房去退还剩下45节课的费用，但
每次联系对方都被拒绝，“就没想明
白，连正式合同都没有，也没说过不能
退费，为啥就退不了？”

健身房回应：
不会退费

建议将剩下课时网上售卖

13日上午，记者陪同龙女士一行
来到位于太古里旁的这家健身房。龙
女士的私教毛先生表示，确实收到过
龙女士微信支付的尾款11480元，这
笔费用都已经交给了公司。对于健身

卡的问题，他表示已办理，也录入了系
统。

谈到退费的问题，他称，自己只是
一名教练，退费的话，建议龙女士联系
健身房的一名郝姓总监。

下午3点过，记者通过毛教练和
健身房前台提供的信息，联系上了负
责此事的郝姓总监。据他介绍，龙女
士是因自身原因要离开成都才选择退
费，健身房不存在过错，所以拒绝了其
退费的要求。但经过多次协商，他建
议龙女士可将剩下的课时挂在网上转
售，健身房也会积极配合。同时，也可
申请冻结课时，等她需要时再使用也
行。

律师观点：
未签正式合同

定金可不退但余款得退

对于龙女士的遭遇，北京安博（成
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亮认为，龙女士
与该健身房签订了定金协议，但未签

订过正式合同。根据《合同法》相关规
定，双方的行为只适用于定金法则，龙
女士交付的1000元，健身房可不予退
还。但由于正式合同未签订，她之后
交付的11480元预付款，可要求健身
房退还。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闹市中的诗意栖居
——从北京前门东区看老城保护

超级大乐透第19041期全国销售
278194830元。开奖号码：12、19、20、
22、28、02、06，一等奖基本33注，单注
奖金1000万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800
万元。二等奖基本67注，单注奖金
689483元，追加25注，单注奖金551586
元。三等奖183注，单注奖金10000
元。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
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
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
配 ，详 见 中 国 体 彩 网 公 告 。
6358353641.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096 期 全 国 销 售
15215690元。开奖号码：912。直选
全国中奖4776（四川208）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9102（四川
680） 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14378965.1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096 期 全 国 销 售
10364474元。开奖号码：91250。一
等 奖 12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36005308.1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050期全国销售
16450894 元 。 开 奖 号 码 ：
00001330331033，一等奖全国中奖6（四
川0）注，二等奖全国中奖134（四川4）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50期全国
销 售 19375844 元 。 开 奖 号 码 ：
00001330331033，全国中奖1409（四
川88）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53
期全国销售34366元。开奖号码：
101133330003，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55期全国销
售611478元。开奖号码：12211321，全
国中奖7（四川1）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6月
12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健身惹烦恼：

女子花万元买48节私教课
上了3节想退款遭拒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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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女士于3月14日在这家健身游泳馆交了一千元定金。

龙女士通过微信支付了尾款
11480元。

北京前门三里河绿化景观（3月26日摄）。新华社发

北京前门三里河绿化景观一角（3月26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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