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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菲菲 武红利）日前，市委市政府城市副
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议。市委书记、城市副中心建
设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城市副中
心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城市副中心建设
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昆出席。

会议听取了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2020年工作总结和
2021年工作安排汇报，指出，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是北京城市
深度转型的生动写照，具有里程碑意义。过去一年，城市副中
心党工委管委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要求，规划统筹取得新成果，城市框架
建成新节点，产业聚集形成新动能，协同发展取得新成效，民
生福祉得到新提升。新的一年，城市副中心要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突出绿色发展特色，聚焦“3+1”主导功能，抓好重大工
程建设和重点项目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保持城市副中心生
机勃发良好态势，奋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建设承载
人民美好生活的幸福家园。保持千亿元以上投资规模，引入
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副中心建设。紧抓“两区”建设契机，
加快运河商务区重点组团建设，打造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环
球主题公园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实现高水平运营。张家
湾设计小镇、台湖演艺小镇建设要取得新进展。推进台马地
区打造高端智造产业集群。深化“四区”结对机制，有序承接
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吸引一批优质企业资源转移落地，建立与
廊坊北三县一体化联动发展协调机制。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
色转型，拓展绿色生态空间，发展绿色产业，推行绿色建筑，推

动碳减排，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围绕“七有”“五性”需求，抓好
“接诉即办”，高标准完成老城双修三年行动收官任务，让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要加强自身建设，
带好队伍，抓好项目落地。市里继续向城市副中心赋权，市级
部门加大支持力度。

会议听取了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汇报，指出，
城市副中心“十四五”发展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考虑，放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谋划推动，并与全市“十四五”发
展紧密衔接。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在规
划纲要的方方面面，将城市副中心打造成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重要支点、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和国家绿色发展示范

区。要强化科技引擎作用，围绕主导功能，推动产业提质增
效，为全市发展添秤。以数字经济为方向，以绿色经济为特
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与主导功能定位相
适应的现代产业体系，打造一批千亿级高精尖产业集群，筛
选储备一批优质项目。碳减排、碳中和、绿色节能等工作都
要走在全市前头，打造低碳高效绿色城市。注重人文城市
建设。规划建设好特色小城镇，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构建
便捷畅达的综合交通体系。全市上下都要关心支持城市副
中心建设。

会议还研究了大运河沿线景观风貌设计方案、城市副中
心存量国有工业用地利用试点指导意见（试行）等事项。

市领导崔述强、张家明、隋振江、靳伟、于鲁明参加会议。

市委市政府城市副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议
蔡奇主持 陈吉宁张延昆出席

本报讯（记者 王海燕）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
堡”，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化建设近年来全面提质增速。市园
林绿化局重点实施的千年守望林、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行政
办公区先行启动区绿化、路县故城遗址公园绿化工程等，为
城市副中心进一步完善生态格局、建成平原地区首个森林
城市贡献了绿色力量。

城市副中心控规确定了“两带、一环、一心”的绿色生
态格局。其中“一心”就是城市副中心的生态地标——城
市绿心。城市绿心于 2018年 12月份正式启动建设，去年 9
月底一期 5.39平方公里向市民开放，建设周期仅仅一年零
九个月时间。

“工期是抢出来的。”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高级工
程师丁洪兴是城市副中心绿化专班的现场负责人，亲历了
绿心建设的全过程。去年春天，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工
程施工进度一度迟滞。市园林绿化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
统筹、调度、协调建设各施工单位，紧急调配人员、建设物资
等，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抓进度、赶工期，全力以
赴加快推进绿心整体工程建设进度。

让丁洪兴最难忘的是绿心北门游客服务中心的抢建。
“两天一宿基本没合眼，八九百人在一起大会战。”市园林绿
化局相关负责人现场负责统筹调度，临时拿来充饥的汉堡
三口两口就下了肚，“都没顾得上尝是什么味儿。”

去年 9月份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进入开园倒计时。市园
林绿化局局长邓乃平带着工作人员，一个地块一个地块转，
哪儿还要改进，哪儿还要完善，一个景点一个景点地细抠。
彼时，绿心已是花木葱茏，一步一景，但在追求高品质的园
林人眼中还有不少细节可以再完善。“活儿要干就干漂亮，
不留一点遗憾！”正是这一针一线的“绣花”功夫，让城市绿
心森林公园一开园就成为北京市人气极高的网红打卡地。
开园仅10天就迎来了近18万人次的游客。

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隔河相望的千年守望林，是市园
林绿化局在行政办公区核心区的重点绿化工程，总占地
34.2万平方米。在启动林地建设之前，这儿只是一片草木
稀疏的大洼坑，2017年3月至当年的11月份，市园林绿化局
组织施工队伍日夜赶工，像变魔术一样，把这块洼地变成了
依山傍水的风景林。新栽植的 5200株大小乔木中，掩映着

“丹林叠翠”“柳堤晓月”“香谷烟树”“枫暗秋波”等8处景观
节点。苍翠蓊郁的守望林与蜿蜒流过行政办公区的镜河一
起，构成了绝美的生态画卷。

在千年守望林的后期管护中，市园林绿化局又先后引

入了生物多样性、智慧园林、园林废弃物循环利用等示范项
目，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开展园林绿化工程树立“样板”。
其中，生境营造带来的生物多样性效果尤其显著。大量食
源、蜜源乔灌木和地被植物的栽植，以及湿地景观的营造，
引来了长耳鸮、红隼、白鹭、戴胜、柳莺、野鸭、黄脊翎、白腰
朱顶雀、燕子等 10多种野生鸟类，林子里还经常能发现黄
鼬、刺猬、小蛇的踪迹。

包括千年守望林在内，市园林绿化局承担了行政办公
区核心区6平方公里范围内所有公共绿地的建设项目。城
市副中心又一张文化名片——路县故城遗址公园的园林绿

化建设项目也由市园林部门承担。目前，遗址公园绿化工
程一期已经完成。

以上述重点绿化工程作为示范引领，“十三五”期间，城
市副中心高质量实施了 102项重点绿化工程，增绿 25.1万
亩，建成各类公园30余处。截至目前，城市副中心范围内，
万亩以上郊野公园和森林湿地达到 8处，千亩以上森林组
团达到32处，涌现出了东郊森林公园、台湖万亩游憩园、张
家湾公园、千年守望林等一批精品工程，“两带、一环、一心”
的绿色生态格局基本形成。城市副中心控规中“蓝绿交织”
的森林城市的建设目标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市园林绿化局：“活儿要干就干漂亮，不留一点遗憾！”

一针一线“绣”好城市副中心生态画卷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本报讯（记者 丰家卫）记者日前从中铁三局集团京唐铁
路三标项目部了解到，截至去年底，京唐铁路香河段内红线
用地已全部交付完成。该段工程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完成
93%，连续梁完成80%，箱梁架设完成12%，路基主体填筑完成
70%，累计完成产值约15亿元。

据介绍，京唐铁路是连接京津冀三地的一条重要铁路交
通干线，开通后将打通北京市通州区、河北省廊坊市北三县、
唐山市、天津市宝坻区的城际通道，支撑沿线的经济一体化

发展，同时有助于环渤海地区旅游资源整合。项目预计在
2022年 6月底通车。届时，从北京通州区到河北唐山市全程
仅需39分钟。

中铁三局集团京唐铁路三标项目部负责香河境内 25.47
公里建设任务，项目部坚持高标准起步、高效率推进、高质量
达标，科学组织，周密部署，在坚持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
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增加施工人员、机械、周转材料的投入，
强化安全管控，严格规范操作，采用平行施工增加工作面，增

加冬季施工等措施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京唐铁路香河
段正在按照规划加紧施工中。

京唐铁路香河段路基主体填筑完成70%

本报讯（记者 陈强）目前，通州全区
906平方公里内除在建道路外，所有路口
信号灯已全部实现联网控制，城市副中心
155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信号灯全部实现智能
化控制。新华-通胡大街等七条交通干线有
了“绿波带”，特定时间段，司机驾车按规定速
度行驶，将很大概率实现“一路绿灯”。

新华-通胡大街，连接京通快速路和
运河商务区，长度 8.3 公里，共有 19 个路
口，周边居民区、办公楼宇、商场众多，全
天车流量都不小。老司机们称呼这里为

“肠梗阻”，习惯绕道而行。近日记者在工
作日下午 3时驾车由西向东行驶，并没堵
车，平均车速约每小时 45公里，只在新华
大街与新华南路交叉口、新华东路与故城
东路交叉口以及通胡大街与紫运中路交
叉口遇到了红灯，其他路口全部赶上了绿
灯。通州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说，这“一
路绿灯”，就是“绿波带”的方便。

据介绍，在指定的交通线路上，当规
定好车速后，信号控制机根据路段距离，
把同一车流经过的各路口绿灯起始时
间做相应调整，确保车流到达每个路口
时正好遇到“绿灯”，这种控制系统叫

“绿波带”。
“一路绿灯”如何实现？
在新华大街的 19 个路口上，与违章

拍摄探头安装在一起的，还有视频流量采
集器，全天各个时段的车流量都能记录下
来，实时传输到通州区城市管理指挥平台

“城市大脑”，“指挥平台积累的大数据，用
来分析研判红绿灯时长该如何分配。测
算好了以后，再对后台的控制系统进行升
级。”技术人员说，以新华-通胡大街为例，
按照“高峰提高通行效率，平峰降低停车
次数，低峰缩短等待时间”的思路，根据全
天不同时段的车流量数据，将一天划分为
10 个区间，每个区间采用不同的配时方
案，同一个路口，可能午间的红灯时长是
40秒，到了夜里就变成了20秒。

根据第三方专业机构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提供的测评报告显示，七条交通干线有了“绿波带”后，
平均车速提高15.6%，城市主干道通行时间缩短32.5%。

不仅如此，通州区还在199处交通流量不大的路口，让信
号配时实现自适应优化。信号灯变得非常“聪明”，能够根据
视频流量采集器得到的数据，随时调整信号灯配时，使城市
副中心的交通微循环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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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这也是全市的大事，是北
京城市深度转型的生动写照，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各方面
的支持下，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统筹取得新成果，城市框
架建成新节点，产业聚集形成新动能，协同发展取得新成
效，民生福祉得到新提升。城市副中心这片热土上，始终保
持着生机勃发的良好态势。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建设副
中心 大家来出力》栏目，多角度、全方位展现各方面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合力建设城市副中心的火热场景，
生动描绘打造北京重要一翼的实践探索。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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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早的书院始于五代的后梁，
当时北京诞生了历史上首座书院，名为
“窦氏书院”。书院的开创者名为窦禹
均。其实对于窦禹均，我们并不陌生，他
就是《三字经》中常被提及的“窦燕山”。

明代的通州城，城防已十分完备。
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后又向西扩
建通州新城并增建新城南门，将西仓包
入，从而形成五门漕运仓储之城，这也成
就了通州文脉中必不可少的几座书院。
这些书院或公立或私立，大都与运河有
着密切关系，而且也都坐落在大运河北
端西畔，它们与通州文庙和通州贡院等，
共同成为通州文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惠书院创办于明嘉靖二十六年
（1547），该书院的创办，结束了通州没
有书院的历史，它是通州历史上最早创
建的书院。当时，巡仓御史阮鄂到通州
视察漕运仓储，在拜祭孔子牌位之后，即
坐堂讲学，于是在文庙右首创建通州官
办书院。因书院位于通州老城北门外通
惠河岸边，所以命名为“通惠书院”。明
嘉靖四十三年（1564），通州知州张守忠
将通惠书院改建为州学明伦堂，书院遂
废止。

杨行中书院由杨行中个人创办于明
嘉靖末年。书院的地址位于通州老城内
水月庵，今属新华街道办事处所辖贡院
社区。杨行中是当朝左副都御史，积极
倡导官学教育，带头动员社会力量建设

文昌阁。此外，杨行中还主持编纂了通
州历史上第一部志书，名为《通州志略》，
开创了纸上通州文脉之先河。杨行中书
院办至明万历年间，其孙杨世扬将书院停
办，改作佛院。

闻道书院是由乡贤马经纶在明万历
二十九年（1601）创办，该书院早先为马
经纶自己读书之所，后作讲学论道之
用。马经纶曾担任山东肥城知县，后升任
监察御史，他在山东肥城知县任上大力兴
办教育，择其址创办“至道书院”，亲自教
授，这也直接影响到他后来在家乡创办
“闻道书院”。闻道书院位于马经纶自家
别墅，即现在的通州老城东南角文昌阁北
之十八个半截胡同的莲花寺地区，今属通
州区中仓街道办事处所辖莲花寺社区。
马经纶去世后，其子将书院关闭。

双鹤书院由巡抚李三才创办于明万
历三十九年（1611）。李三才是通州张
家湾人，明万历二年（1574）考中进士，
任户部主事。后升任户部侍郎。因打抱
不平，连降三级，谪任山东东昌府推官。
后因政绩突出，升任山东省按察使佥事，
再任右佥都御史、漕运总督与凤阳府巡
抚之职，一身三兼。因仕途险恶，志不得
张，遂归乡办学，讲授经史子集，身后有
《双鹤轩诗集》《无自欺堂稿》及《诚耻录》
等著作存世。双鹤书院建在李三才家的
“双鹤轩”，所以取名“双鹤书院”。李三
才的“双鹤轩”位于始建于明嘉靖四十三
年抢筑的张家湾城内东岳庙附近，今属
通州区张家湾镇辖区。

到了晚清，随着东西文化的深度碰
撞与交流，西学东渐，清廷颁令全国书院
一律改制为西式学堂。通州的“潞河书
院”也改制为通州官立高等小学堂。不论
如何，这些书院都处于历史上大运河的北
端西畔，可以说大运河文化的乳汁，都曾
经无私地哺育了这些书香府邸的孩子们。

潞河神韵今犹在 通州文脉远流长
任德永

“潋滟春波散碧漪，白苹初叶麦初歧。

潞河三月桃花水，正是乘舟荐鲋时。”潞河，

这条自远古就有的河流，汲取着温榆河、小

中河、坝河、中坝河、凉水河、萧太后河、通

惠河等十几条河流的营养，哺育着一方水

土，孕育出一方文化。漫长岁月后，当年舳

舻千里、银帆争渡的盛况已经不复存在，但

潋滟春波的灵光、桃花流水的神韵却深深

地融进她曾经流淌过的土地。不仅为通州

带来繁华商业，也兴盛了本地文脉。

通州文庙的建造时间比北京孔庙还早

4年，通州贡院曾是27个州县的生员考试的

场所，从这里走出去的文人举子数不胜

数。在古代通州的运河西畔，还有不少颇

具地方特色的代表性教育场所——书院。

比如明代巡仓御史阮鹗在通惠河畔创办的

通惠书院，清代通州知州朱英创立的官办

潞河书院。此外，通州还有双鹤书院、闻道

书院、杨行中书院。这些位于大运河西畔

的众多书院汲取着大运河文化的营养，使

通州地区的文脉更加旺盛。 通州文庙大成殿前通州文庙大成殿前，，矗立着孔子塑像矗立着孔子塑像。。

“潞河书院”木匾额珍藏于潞河中学校史馆的二层。

沿新华东街至闸桥（老地名）北行，经北大
街就到了通州区大成街1号院——大运河燃灯
佛舍利塔核心景区。通州文庙与佑胜教寺、燃
灯佛舍利塔，以及紫清宫，一并构成核心景区的
古代建筑群落。其中，通州文庙与佑胜教寺和
紫清宫分列于西塔胡同（修缮中）南北两侧。有
“一支塔影认通州”美誉的燃灯佛舍利塔位于佑
胜教寺西侧。目前，该景区正陆续开放，彰显通
州大运河文化深厚的底蕴。

通州文庙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元大德二
年（1298），通州知州赵居礼在紧邻通州州署西
侧创建文庙，用以供奉孔子牌位。值得一提的
是，通州文庙比北京孔庙还要早建 4年。北京
孔庙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当然，两座庙
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文庙又称孔庙，是纪念和祭祀我国伟大思
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其中南
京夫子庙、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和吉林文庙并称
为中国四大文庙。明清之际，如越南等东南亚
国家都曾举办过科举、创办过文庙，可见中国孔
庙文化对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之广大。

据资料统计，历史上我国的文庙有两千
多所，根据其性质或类别可以分为孔氏家庙、
国庙和学庙三种。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属于
国庙，是封建帝王、地方官员祭祀孔子的专用

庙宇，这两座庙和办学没关系。学庙则将办学
与祭祀孔子相结合，全国的大多数文庙都属于
学庙，通州文庙也不例外，所以当地人也把通州
文庙称为“学宫”。作为县学所在地，辖区内的
秀才都能在这里得到进修的机会。从建成至光
绪末年科举制度废止，有超过2000名官员从这
里步入仕途。

通州文庙虽是州县所建，但功能齐备，其规
制与体量，在全国州县级中也是靠前的。一走
进通州文庙，映入眼帘的就是“泮桥”。古代的
学宫前必定有泮桥，泮桥就像大成殿、棂星门一
样，成为学宫的建筑标志之一。旧时，学子入学
称为“入泮”，象征着登仕的第一步。在通州文
庙中轴线上，自南而北部列着：射圃、影壁、棂星
门、泮池泮桥、戟门、大成殿；中路东西两厢有：
名宦祠、乡贤祠、东西朝、东西庑，以及尊经阁、
崇圣殿、圣容殿、圣训亭以及古水井。文庙中学
宫建筑群在文庙西侧并列两路，东路为头门、二
门、东西斋房、明伦堂、教官署、训导署；西路为
正殿、文帝祠。

据史料记载，在明清之际，均对通州文庙进
行过修缮。2006年至 2021年，文物部门对文
庙进行修缮，除影壁和射圃未予恢复外，其余建
筑均已依照清光绪年间文庙的规制，予以修缮
或修复。

通州区有所贡院小学，校内建筑雕梁画
栋，校舍古色古香，每栋建筑都按书院的形制
来建造，青瓦红柱，宽绰疏朗，体现出古典与现
代的完美结合。这所学校的老校址，就是古代
的通州贡院。后来旧城改造时才搬到现址。

贡院是古代开科取士，举行科举考试的场
所。古时候皇帝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凡是献给皇帝的物品
都叫贡品，而科举考试就好像给皇帝贡献人
才，所以科考的场所就叫“贡院”。贡院之设始
于唐朝，但在北京地区，贡院的建造时间较晚，
位于建国门内大街的北京贡院建于明朝永乐
年间，是明、清两代全国会试的考场，也是顺天
府(北京)乡试的地方。

通州贡院的建造时间晚于北京贡院。据
史料记载，通州贡院始建于明万历年间
（1573—1619），此前它位于通州老城北门内
东侧，与通州文庙在东西向同一条轴线上，但
略微偏南。通州贡院占地达 7000余平方米，
房屋有70多间，其中考棚多达42间。在考试
的时候，考棚中要用许多丁字形木板隔成一个
个小间，每个小间有一扇窗户。通州贡院外一
条东西向的胡同就被称为贡院胡同。

众所周知，古代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
和殿试。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
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所
以戏剧中有连中三元之说。当然，现实中确有
连中三元者，明代洪武年间的黄观和正统年间
的商辂就是这样的佼佼者。

在通州贡院举行的并不是这三种考试，属
于科考之前的预备考试。古代读书人在参加正
式的科举考试之前，首先要接受由本县知县主
持的考试，俗称县试。县试通过后，再接受由知

府主持的府试，府试及格的称作“童生”。取得
童生身份后，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

通州贡院举行的考试就属于这种预备考
试。虽然等级不高，但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与
发达的教育，影响力还是远近闻名的。比如清
代顺天府设立了四路厅署，东路厅包括通州、
三河、武清、宝坻、蓟州、香河与宁河；西路厅包
括大兴、宛平、涿州、良乡与房山；南路厅包括霸
州、保定、东安、文安、永清、大成与固安；北路厅
包括昌平、顺义、密云、怀柔与平谷等等。四路
厅署下辖的24个州县，再加上现河北的遵化、
丰润、玉田这三县，共计27个州县的生源，都要
到通州城里的贡院参加考试。在全国同级别
中，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远超其他试院。

每年4月，27个州县的考生都要到通州贡
院应试。每逢此时，附近民房被租赁一空，售
卖纸笔墨砚、诗文书籍、生活用品的摊贩蜂拥
而至，大街小巷人流熙攘，车马不绝，格外热
闹。府试和院试各考四棚，每棚四场，每场一
天。院试得中称入泮（秀才），取得功名。

清康熙十八年（1679），通州发生强烈地
震，贡院厅堂号舍尽圮，二十一年（1682），知州
于成龙组织复建，后在乾隆、道光、同治、光绪诸
朝均曾重修。在华北，通州贡院的规模仅次于北
京贡院。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自天津
侵犯北京，途中侵占通州，通州贡院被八国联军一
把大火烧成平地，受到不可复原的灭顶之灾。

光绪二十九年（1903），原通州贡院的空
地被平整为通州官立小学堂的操场用地，这片
通州文脉的沃土再次涅槃重生。后来，通州贡
院原址成为通州贡院小学校舍用地。2010
年，通州老城改造，通州贡院小学搬迁至西南
一里现址继续办学，老校址另作他用。

●元代通州文庙比北京孔庙“大四岁”

●环通州27县生员到通州贡院考试

●通州城内外有过两座潞河书院

在通州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座书
院。其中，先后有两座创办于通州老城内
外的“潞河书院”。前者是具有中国传统
文化意义上的书院，后者则是近代西学东
渐的产物，相当于教会学校。

最早的潞河书院是国人开设的官立
书院，主持创办者是通州知州朱英。清
康熙五十九年（1720），朱英奉仓场总督
（管理全国粮仓）张仪朝之命，创建潞河
书院。朱英先从坐粮厅借了450两库银，
把通州城西门内刘姓居民的房屋给买下
来，再增建了一些房屋，然后请人来讲
学。但后来坐粮厅亏损，潞河书院刚创办
没两年，房屋就被抵押出去，书院遂废。

及至雍正三年（1725），仓场总督下
令复办书院，原房屋被赎回，学生才得以
回到书院继续学业。乾隆二年（1737），
通州知州韩亦诗在通州老城东南角的文
昌阁上再建潞河书院，但在请名师的时
候，经费又没着落了，只好作罢。乾隆二
十三年（1758），通永道王检、东路厅范
延楷捐银重办潞河书院。乾隆三十一年
（1766），因通州新旧二城合一，通州知
州万廷兰在城基旧址另建“潞河书院”，
过了三年拆去，又返回文昌阁办学。乾
隆四十三年（1778），文昌阁角楼倒塌，
通州知州高天凤把书院迁到学宫内的文
昌祠。乾隆四十六年（1781），通永道台
李调元筹银购北大街中段东侧、通州贡
院以南天恩胡同（后改名靳家胡同）的瓦
灰房等三十余间，改成书院，仍为“潞河

书院”，延聘山长（书院讲学者）、监生（国
子监学生）为负责人和教师。此为潞河
书院始建以来的最大规模，每年附近州
县共捐银 580两，遂为定例。到了道光
八年（1828），因学生太多，书院建筑不
够用，又在通州南门内之四眼井买了一
处房屋作为分院。光绪四年（1878）九
月，通州知州高建勋于书院内设“鸿文
社”。光绪二十九年（1903）依规制改制
为通州官立小学堂。至此，国人开设的
官立潞河书院，前后存世长达 183年
之久。而今，原址位于通州老城北大街
东侧靳家胡同的靳家小学院内的官立国
学堂潞河书院木匾额——“潞河书院”
（光绪辛卯年七月梁溪杨宗濂重建）即珍
藏于现在潞河中学校史馆的二层。

位于通州新城南门外路西侧的潞河
中学的前身也曾名为潞河书院。清同治
六年（1867），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州
创办学校，初名潞河男塾，设小学班与神
道班，招收穷苦子弟，给以衣食和教育。
开设圣经、哲学、三角、算学、国际公法、
自然地理、世界史和中文等课程。清光
绪十五年（1889），潞河男塾升格为大
学，改为“潞河书院”，同时附设中学一
所。1912年，此潞河书院改为华北协和
大学。1919年，华北协和大学与北京汇
文大学等合并，改为燕京大学，并迁到北
京办学。同年，原“潞河书院”附属中学
改为私立潞河中学。至此，洋人开设的
私立潞河书院，前后存世仅23年。

●大运河西畔民间书院多由乡贤创办

贡院小学的老校址就是古代的通州贡院贡院小学的老校址就是古代的通州贡院，，后来旧城改造时搬到现址后来旧城改造时搬到现址。。

《通州志略》是通州历史上第一部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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