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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胡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
项目马上启动

据了解，8月9日，长春市人民大
街北段、南广场、商埠地历史文化街
区城市更新项目——商埠地历史文
化街区（新民胡同地块）勘察，设计
招标公告发布，其中提到，新民胡同
地块历史文化街区项目总占地约4.5
万平方米。修缮、改造房屋建筑面
积约13000平方米，建筑立面修缮面
积27000平方米，新建地上建筑面积
约22000平方米，新建地下建筑面积
约8000平方米。计划工期2021年9
月13日至2022年9月30日。

其实在8月4日，长春市相关领
导就来到新民胡同历史文化街区改
造项目现场进行调研指导工作。调
研中，相关领导表示，长春是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好历史文化事关经济
社会发展，也事关民生改善和文化
建设。新民胡同周边有不少文物建
筑，承载着老长春人的记忆，要着重
把握历史文脉，老房子尽量做到能
保留即保留，能修缮即修缮。

市民盼望着新民胡同快些改造

“看看那里，以前就是最有名的
长春第一百货商店，这条胡同，以前
可是繁华得不能再繁华了……”居
民刘先生在新民胡同里生活了几十
年，对于当时的繁荣，他还记忆犹
新。

10日上午，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来到了大马路与西四马路交会处
附近的新民胡同所在地，居民刘先
生是为数不多的还住在这里的老住
户，他说他现在也要马上搬离这里
了，因为新民胡同在9月份就要重新
改造了，“我们居民等这天已经等好
多年了，现在剩下的四五十户居民
都非常高兴，新民胡同早就应该改
造了！”刘先生说。

记者走进了新民胡同内，看到

胡同里的老建筑多为一或两层，以
前第一层为店铺，第二层住人，建筑
门面仿照当时其他开埠通商地方的

“洋式”风格，屋顶普遍使用人字
架。而建筑材料主要为青砖、石灰
和水泥砂浆，如今，很多老建筑已呈
破败之像。

在西四马路上，记者看到了“新
民胡同回迁楼”的围挡，其署名为

“新民胡同历史文化街区回迁项
目”，承建单位为“南通六建”，围挡
内，建设的回迁楼已基本建成。在
围挡上还公示了一份长春市控制性
详细规划调整的公示，公示中显示，
调整的地块位于永春商城以东，大
马路以西，西五马路以南，西四马路
以北，正是新民胡同的地段，在这附
近有永春商城、光明鞋城、鼎丰真和
东发合……

单田芳也曾在新民胡同附近
居住过

据了解，长春新民胡同可并非
是一条胡同，而是泛指东起大马路，
北至五马路中间的一部分。20世纪
初，时任吉长道尹兼商埠督办的陶
彬为发展商埠地，指定在现今长春
西四马路至五马路一带建设新市场
一处，曾叫王氏胡同，后演化为新民
胡同。在仅有二百余年的长春历史
中，作为对外开放商埠地的新民胡
同,折射并见证了后一百年长春经
济和文化的发展。

曾经的新民胡同里，大大小小
的饭馆、果子铺、茶馆、戏园子、药店
分布其中，前店面、后居住，烟火味
十足，被称之为长春第一胡同，也被
冠以长春天桥之称，并修建了长春
城内最早的沥青马路，自然也是商
埠地最繁华的地界。

公茂照相馆、亨达利钟表店、泰
和大药房、泰发合百货、鼎丰真糕
点、鸿升烧锅、新民浴池、福聚成饭
店和邮政局，以及数不清的茶馆、饭

馆，和穷苦百姓也能吃得起的“六国
饭店”，手艺人在这变戏法、拉洋片、
耍杂技、撂地摊，是老长春人心中抹
不去的记忆。

这里曾经是长春最繁华最热闹
的地方，有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一条
街，回宝珍饺子、狗不理包子、海发
园锅烙……也有曲艺文化一条街，
新民戏院、小剧场、四海茶社……所
以也曾被当地人称为美食和曲艺一
条街，是老长春人们快乐记忆的地
方。

据说，评书艺术家刘兰芳在这
讲过书，单田芳小时候也曾在新民
胡同附近居住过，大众剧场的京剧、
评剧、吉剧、二人转也在这轮番上
演。

新民胡同形成之初，其中的戏
院和茶馆已开始受到八方来客的青
睐。在胡同里酒足饭饱后，再到茶
馆或戏院里听段书、看场戏，是当时
生活在精神文化生活贫瘠年代里老
百姓“很享受并有些奢侈的事”。后
来，新民胡同经历了抗战时期的破
败，新中国成立后的再次繁荣，直至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长
春市其他商业街区的不断兴起，这
条百年胡同日显苍老。

希望改造成为长春人的文化
回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民胡
同的改造始于1994年，2009年末，
长春市人民政府将新民胡同片区命
名为“商埠地历史街区”，列入长春
市十处市级历史街区之一。

2011年6月，长春市规划局委托
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了
长春新民胡同改造设想。将新民胡
同功能定位为：商埠地历史文化街
区的灵魂、长春传统民俗艺术文化
走廊，以民俗文化展示、休闲娱乐、
文化商业为主要功能的特色风貌街
路。同年10月，约380户居民响应政
府号召，签订拆迁协议，促成新民胡
同最近一次大规模征迁，为打造新
民胡同历史文化街区做准备。

而如今，作为“长春第一胡同”
的新民胡同，作为长春市最具“情
怀”和人情味、烟火味的城市记忆，
马上就要启动历史文化街区的改
造。市民希望新民胡同历史街区在
沉寂多年之后，能够焕发出新的生
机，保护好、修复好那些为数不多见
证历史的老建筑，让长春人有一处

“脚踏实地”的文化回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实

习生 郭咏欣 报道 摄

新华社长春8月10日电 长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七次会议8月10日补选王子联为长春市市长。

王子联当选长春市市长

截至 8月 9日 20时，新
增3处排查管控地区，长春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

请8月 1日以来湖北省
鄂州市华容区

8月 1日以来湖北省咸
宁市崇阳县

7月27日以来海南省海
口市高新区

返（来）长人员立即主动
向所在社区（村屯）报告，配
合社区（村屯）落实相关防控
措施。

当前疫情形势十分严峻
复杂，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
国内疫情发生地发布的无症
状感染者及确诊病例行动轨
迹，现居住长春市且与无症

状感染者（或确诊病例）行程
轨迹有交集者，应立即向社
区（村屯）报告，并配合落实
相关防控措施。

为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
传播风险，提醒广大市民近
期不要前往疫情发生地有关
区域，并做好个人防护。机
场、火车站、客运站、商超、餐
饮单位、宾馆酒店、农贸市
场、影剧院等重点场所要强
化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
防新冠肺炎最经济、最有效
的手段，请未接种疫苗的市
民尽快安排接种。

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年8月9日

长春疾控重要发布

近日，吉林省东北虎园
发布公告，根据长春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
室、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局的
要求，吉林省东北虎园为压
实疫情防控工作，开始限流
开放等工作。

一. 景区严格落实限量

限流要求，按 75%限流开
放。二.游客进入景区必须
扫码、测温、看行程码和戴口
罩。三.对于有中高风险地
区或疫情发生地区所在城市
旅居史、健康码变为红码或
黄码人员，景区暂不接待。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吉林省东北虎园限流开放

近日，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了解到，位于长春市朝
阳区永春镇的东北亚国际博
览中心项目工地，工人们正
在施工，确保项目稳步推
进。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项
目总占地面积250万平方
米，计划总投资100亿元。

东侧是人民大街南延线，距
离长春市委市政府5公里。
该项目将以东北亚五国元素
为特色，聚合“会展+商业商
务、休闲、文化、宜居”五大功
能。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实习生 郭咏欣 报道

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项目持续推进

为了预防和控制林业有
害生物灾害，保护森林资源，
维护生态安全，促进林业可
持续发展，7月30日，《吉林
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由吉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自2021年10月1日起
施行。

“林业有害生物灾害”被
称为“无烟的火灾”，对森林
的破坏性极强。

《条例》共8章62条，将
给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从事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检
疫检验、预防除治及监督管

理等活动提供根本的遵循和
依据。《条例》规定了防治林
业有害生物的责任制度、财
政来源、机构建立、联防联
控、考核机制、宣传教育、监
测预报、专项调查、检疫检
查、疫区界定、预防除治、保
障措施、监督检查、法律责任
等方面的具体事项。《条例》
凝聚着吉林省多年来防治林
业有害生物的宝贵经验和科
学做法，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强，必将为吉林省森林资源
保护、生态安全和生态强省
建设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赵冷冰 城市晚报全媒
体记者 朴松莲 报道

《吉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出台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8
月9日发布公告，事业单位招
聘考试延期。

2021 年 8 月 2 日，长春
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发 布 了
《2021年长春汽车经济技术
开发区事业单位专项招聘高
校毕业生公告(1号)》、《2021
年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公告(2号)》，现对公

告中相关事宜补充如下：根
据近期全国疫情发展变化形
势和长春市疫情防控工作最
新要求，原定8月 10日至 8
月12日网上打印《准考证》、
笔试及后续的面试、体检等
延期举行，延期后具体笔试
时间等事宜将在长春汽车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官 方 网 站
(http://www.caida.gov.
cn/)另行通知，请考生密切关
注。/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长春汽开区事业单位招聘考试延期

长春新民胡同历史文化街区
改造项目9月启动

说起新民胡同，老长春人可是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里曾经被誉
为长春的“天桥”，美食和曲艺一条
街，承载着老长春人的历史记忆，后
被命名为“商埠地历史街区”，列入
长春市十处市级历史街区之一。近
日，长春市新民胡同历史文化街区
改造项目迎来了新的消息，9月份就
要开工了。

10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来
到新民胡同附近踏查采访，百余年
的历史厚重感透露着即将到来生机
和繁华。

改造后的效果图

长春第一百货商店旧址破败的新民胡同房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