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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设立以来，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努力建设绿色低碳新区和创新驱
动发展新区。如今，在雄安新区的大地上，
300 多个工地塔吊林立，10 多万名建设者
昼夜奋战，一座承载着“千年大计、国家大
事”的现代化新城正在悄然崛起。

生态优先绿色先行
打好“蓝绿底色”

先植绿、后建城，是雄安新区建设的新
理念。

“雄安新区就要靠宜居的生态环境来
体现价值、增加吸引力。”雄安集团生态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2017年 11月 13日，
雄安新区在“千年秀林”9号地块栽下第一
棵树。截至 2020年底，雄安新区总造林面
积已达41万亩，树木达200多种。

雄安新区容城县高小王村村民对近几
年的环境变化深有体会：现在树越来越多，
天蓝了，鸟多了，空气清新呼吸顺畅了，野
兔、山鸡在“千年秀林”里也很常见。

登上“千年秀林”里的二层观景平台远
眺，茁壮的油松在寒冬中依然郁郁葱葱，栾
树、银杏、国槐等组成的大片丛林，静静地
等待春天的到来。

根据规划，未来雄安新区将镶嵌在蓝
绿交织的生态空间之中，蓝绿空间占比稳
定在 70%。其中，“千年秀林”是“绿色”的
代表，而“蓝色”指的是“华北明珠”白洋淀。

白洋淀之于雄安，犹如西湖之于杭
州。中国工程院院士曲久辉表示，白洋淀
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关系到区域生态安全
和新区生态文明建设，直接影响着京津冀
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过程。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一级调
研员程钢说，2020年雄安新区谋划实施了9
大类、40个白洋淀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累计实施9次府河上游保定雨污水下泄应急
处置工作，确保不让一滴污水流入白洋淀。

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副局长王荣说，
截至 2020年底，白洋淀 360平方公里内和
入淀河流两侧外延 1000米范围内的稻田、
藕田全面退出；关停淀区、淀边、以及境内
上游河流 1公里范围内的畜禽养殖场（户）

4069家。同时依托区域调水工程，白洋淀
生态补水共约 5.56亿立方米，白洋淀湖心
区水质达到Ⅳ类。

雄安新区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
营模式，也都将是绿色低碳的。从绿色社
区到绿色建筑，再到公共设施配套，都指向
创造美好生活这一目的。

努力打造贯彻
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棋局中，雄安争

当“改革先锋”，通过大胆探索、先行先试，
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
奋力打造优化营商环境的标杆城市和创新
发展的示范城市。

在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
段，人才作为发展第一要素的重要性不断
凸显。前不久，雄安新区管委会正式印发

《河北雄安新区居住证实施办法（试行）》
和《河北雄安新区积分落户办法（试行）》，
自 2021年起试行居住证和积分落户制度，
标志着雄安新区深化人口管理服务制度
改革迈出坚实步伐。

雄安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雄
安新区的居住证制度和积分落户制度就
是要向新区大规模开发建设期所需的各
类人才敞开大门，让他们“来得了、留得
住、发展好”，为新区建设发展奠定坚实的
人才基础。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行政审批
局改革模式，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积
极推动国家部委审批权限向新区下放。
河北省政务办电子签章在雄安新区应用
落地，345 项许可事项在雄安新区政务服
务中心实现“无差别受理”。（下转2版）

绿色 创新 智能
——解码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博）广渠路东延开通在
即，有周边居民反映，沿线原有的部分十字
路口被封堵，给出行带来不便。记者昨天从
公联公司了解到，目前由于道路工程尚未完
全完成，周边部分居民提出来的问题和诉
求，公联公司作为建设单位高度重视，正在
与有关部门及设计单位专题研究论证、优化

方案，力争最大限度地解决问题，为周边居
民出行提供更大便利。

规划广渠路西起东二环，东到潮白河西
侧，全长28公里，是中心城与城市副中心的重
要联系通道，广渠路一、二期工程已建成通
车。广渠路东延作为广渠路的一部分，规划为
城市快速路。广渠路东延的建成，加强了中心

城与城市副中心的交通连接，有效缓解京
哈、京通、东六环至城市副中心的交通压力。

在广渠路东延前期规划研究中，采用地下
隧道形式穿越通州城区，将快速路对沿线区域
的分割作用、交通冲击和环境影响降低到最
小。地面修建景观大道，提升周边品质。同步
设置市政综合管廊，进一步提升道路周边区域

市政基础设施条件，改善群众生活水平。
目前广渠路东延隧道及地面主路已基

本建成，地面辅路、慢行系统将随景观提升
工程同步完成。对于周边居民的诉求，公联
公司正在与有关部门及设计单位专题研究
论证、优化方案，力争最大限度地解决问题，
为周边居民出行提供更大便利。

广渠路东延将优化方案便利周边出行

本报讯（记者 张程伟）今日北京胸科
医院、潞河医院、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正
式开始实行京津冀地区跨省异地就医门
（急）诊医保费用实时结算。来自天津、河
北的医保患者到上述医院门诊、急诊就诊，
可与北京医保患者同样实时结算。

据介绍，津冀医保患者可通过北京市
114平台预约挂号三家医院，但取号、缴费

需到医院人工窗口办理。除114平台外，北
京胸科医院还开通了“京医通”微信挂号渠
道，潞河医院、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可通
过医院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其实，去年10月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
已经开始实行京津冀地区跨省异地就医门
（急）诊医保费用实时结算。中西医结合医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措施可使河北、天津参保

人员免去“费用垫付、来回报销”的烦恼。
此外，需要提醒的是，津冀医保患者门

（急）诊报销涉及的医保基金起付标准、支
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等标准，均按照医保
患者所在参保地相关政策。由于河北各地
医保政策尚不统一，目前河北省部分地区
信息系统不支持门诊持卡结算费用退费，
故河北省患者门诊持卡缴费的费用如无特

殊情况不予退费。
另外，津冀医保患者就诊时需要注意

当地是否属于开通京津冀门（急）诊持卡实
时结算业务地区。河北省医保患者就诊
前，需提前向参保地相关部门咨询是否需
要办理相关手续；天津市医保患者就诊前
需先在当地备案，具体备案方式以当地要
求为准。

城市副中心三家医院今起开通京津冀门急诊医保实时结算
津冀患者免去“费用垫付、来回报销”

本报讯（记者 陈强）近日，大兴区
新凤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全面
完工。经过削减污染、提升水质、修复
生态，连通大兴和通州两区、曾被称为

“蚊子河”的新凤河，如今实现了华丽转
身，成为了本市南部地区一条重要的生
态廊道，每天都将汩汩清水汇入凉水
河，滋润城市副中心。

新凤河也称碱河，西起永定河河
畔，东与凉水河相接，是城市副中心的
重要水源之一，全长约 30公里，流域总
面积166.4平方公里。“这条河是1955年
4 月 1 日开挖而成，主要是为解决本市
城区及近郊区西南部和南苑地区的排
水问题。”相关负责人邓剑说，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新凤河流域聚集了大量服装加工、畜禽
养殖企业，河道饱受生活污水、工业和
养殖废水、生活垃圾等污染侵蚀，干流
及支流河道干涸或黑臭，河道生态系统
破坏严重，“两岸的居民们，都称呼它

‘蚊子河’。”
2017年，大兴区启动新凤河流域水

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最先开始的截污
治污工程，截至目前，新凤河流域内已
新建3座污水处理站，新改建22.75公里
污水管线，将污水直排入河彻底掐断。
56公里长的干支流河道内，沉积数年的
淤泥，也实现清淤。此外，流域内还新
建 4段再生水管线和 2座提升泵站，将
小红门、西红门、黄村等再生水厂的退
水补给到河道。那些干涸的河道，重新
流动起来，也愈发生机勃勃。

“四年多前，河边还是一大片工业
大院呢。可现在你瞧，多棒的一个大公
园啊！”瀛海镇居民徐萌一家都很喜欢
这座位于新凤河边的安南湿地环保主题
公园。门口宣传栏，两张航拍图记录着
这个公园的“前世今生”：第一张图拍摄
于 2017年，画面上密密麻麻的蓝，是工
业大院的彩钢房顶，星星点点的绿，则是
为数不多的植被；第二张图拍摄于2020
年，湖水和树林构成了碧水绕林的大美
图景，大片的花海衬托出这里的好生态。

在新凤河流域，人工湿地总共有两
处，分别是安南湿地环保主题公园和新
西凤渠湿地。它们不仅是居民休闲的
乐园，更肩负着解决河道“面源”污染
难题的重任。所谓“面源”污染，就是溶解的或固体污染
物，在降水或融雪冲刷下，直接进入河道后将引起水体富
营养化的污染。两处人工湿地就像“大海绵”，把较脏的水
先收集起来，然后通过潜流湿地、表流湿地，逐级提升水质，
净化后再入河。

流域内水质的好坏，全部由智能设备 24 小时监测。
就拿安南湿地环保主题公园来说，入水口和出水口都安
装有污染物检测设备，能将数据实时传输至大兴区水务
局和大兴区生态环境局。放眼全流域，目前新建水文水
质站 10 座、雨情站 3 座、视频监控设备 243 个，入河排水口
监测设备 34 套，实时掌控全流域水量、水质变化，大兴区
还开发以“水环境模型”和“大数据专家库”为双核心的智
慧水务系统 1套，保障流域运营“长治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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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置书怀袖中，三年字
不灭。”一封信在袖中藏了三年，不仅是书信的珍贵，也说明当时通信之难。驿站，
不仅解决了通信之难，还担负传送着“君命”“诏书”“政令”和飞报军情的重要任
务。和合驿虽然只是一个点，一条线，却也在漕运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

驿站的职责除了邮递，也负责来往官员和差役的食宿。张家湾和合驿也接待
过不少官员或知名人士，留下不少趣闻轶事。比如一位清代名医所写日记，不但
是完整的清宫病案史料，而且文中写到和合驿。

此人名叫薛宝田，字心农，江苏省如皋县人，出身名医世家。光绪六年夏，慈
禧患病，广招天下名医，65岁的薛宝田通过水路北上进京。他通过海运到天津，然
后坐驿站的马车进京。

早年间，和合驿的大车是双轮木轴和双辕，用卯榫和钉连接成整体，车轮外箍
铁瓦。有篷固定在车体上，篷顶呈一拱形，外面罩上帷子。前面挂门帘，两边开小
窗子，有窗帘。车帷子夏季用单的，冬季用棉的。一般用马驾辕，另有二三匹马或
骡来拉帮套。可坐二三人，专接大官儿。薛宝田所坐的车就是这个样子的。

夜宿和合驿时，薛宝田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二十八日甲午，病愈。早发河
西务，一路黍稷如云。晚宿张家湾，邻家有度曲者，其声甚脆。”

除了招待国内客人，和合驿还是外国使团的歇息之所。不少外国使团都是在
和合驿休息并学习进宫礼仪的，《荷使初访中国记》就记载了荷兰使团出访清朝的
见闻。

荷兰使团第一次访华是在清顺治十二年（1655），使团的行程也是由水路经张
家湾，再到北京。到达张家湾的那一天是 1655年 7月 12日下午，礼部官员在和合
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此前一天，礼部奉皇帝之命，已派来24匹马备荷兰使团骑
用，还有一些马车用来运输献给皇帝的礼物和使团的行李。

使团在和合驿休整了五天。荷兰人尼霍夫后来写了一本《荷使初访中国记》，
详细记录了沿途见闻，提供了中国史籍所没有记载的材料。这本书记载了在和合
驿启程赴京的经过：“在所有的货物、行李都卸下船，又重新装好，准备从陆路出发
之后，使臣阁下于七月十七日率领大群随员，行李，从御港启程。”他们的“启程”也
是历代使团中最为风光的，“队伍最前面由两个喇叭手开道，随后两个人打着旗
帜，再后面就是由几位鞑靼人陪伴着的二位使臣，他们骑在马上缓缓前进。我们
全部随员很有秩序而且精神抖擞地骑马跟在后面。最后是所有从广州一直护送
我们到此地的官员以及使臣阁下的几位侍从和老藩吏王的属吏。”

荷兰使团这次北京之行，是要清朝开放海禁，允许荷兰人在东南沿海进行自
由贸易。荷使在和合驿动身前往北京前，还多次开会，嘱咐通事（翻译）在皇帝面
前说话要统一口径，并设想对皇帝提出的问题应该怎样回答等等。不料，清廷拒
绝了在广州自由贸易的请求，仅同意远道而来的荷兰人每8年朝贡一次。“八年才
来一次，一辈子能来几次……”荷使仰天长叹。

于是，在进京三个月后，两位使臣带着他们的团队从京城又回到和合驿，使团
成员无精打采。因为天色已晚，送行的礼部官员建议他们在和合驿暂住一夜，次
日天亮再走，使臣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表示要立即起程。

在张家湾码头停泊着两艘欲送使团回广州的船，其中一艘是皇帝刚刚派来的
戎克船，平稳敞亮又舒服。礼部官员坚持让使臣坐这艘船走，但使臣阁下却坚持
两船都不选，径自掏腰包，租了几条很小的船，快速离开了张家湾。

水驿寻踪
康得真

“试问南京至北京，水程经

过几州城。皇华四十有六处，

途远三千三百零……河西和合

归潞河，只隔京师四十路。逐

一编歌记驿名，行人识此无差

误。”这是明代《士商类要》一

书中“水驿捷要歌”的部分内

容，其中的和合与潞河指的是

通州的和合驿与潞河驿。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沟

通南北经济，发展漕运，特开辟

了南京至北京的水路驿站，沿

途设置水驿 41处，明末增至 46
处，每处设驿丞专管。而“水驿

捷要歌”就对各个水路驿站的

名称、位置及联系作了生动记

述。当时漕运繁忙，水驿兴旺，

驿站传递军报公牍及接送官

员，络绎不绝。

和合驿建于永乐年间
驿站在我国源远流长。驿站在北京

周边有不少，通州的“潞河驿”“和合驿”，
房山良乡的“固节驿”，昌平的“榆河驿”

“居庸关驿”等。其中，通州的和合驿与
潞河驿均位于水陆交会之处，其作用远
非其他驿站可比。

据明《寰宇志》卷一载：“和合驿在通
州南六十里。”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九
也说，“和合驿，属顺天府通州。永乐
（1403—1424）中置。”和合驿当时设在和
合村，据史书所记，那时的和合村在漷县
东南三十里，距通州城七十里（按运河水
路计算）。

随着历史变迁，和合驿的建置规模
也起起伏伏，时大时小。《明嘉靖通州志》
记载，明嘉靖年间，和合驿在西集和合村
时，曾有粮佥站船十只，甲夫一百名。铺
陈什物各十付。后改拨站船六只，甲夫
五十一名。铺陈什物各六付。丁佥馆夫
二名，总计人数一百五十三名。但到了
万历年间，因驿弊颇多，百姓负担过重，
张居正上任伊始，便辅佐明神宗实行清
理邮驿、裁省邮费的举措。万历四年
（1576），万历帝朱翊钧十三岁那年，将和
合驿改为水驿，移至张家湾，名字仍为

“和合驿”。
古代驿站分走水路和旱路。旱路用

马、驴、骡、牛等为驿递工具，所以此种驿
站被称为马站或马驿；水路则用船，故称
水站或水驿。张家湾是水陆要冲之地，
所以和合驿既有马也有船，称为水马驿。

《明实录》神宗万历实录卷这样记
载：“五月丙申，命改通州和合水驿及土
桥巡司于张家湾驿，以专供水路廪粮夫
役，巡司兼管七十二贡车辆及下水夫，其
潞河驿与本州递运所专备陆路夫马车
辆。从顺天抚按议也。”《明实录》是记载
明皇帝在位期间大事的官修编年史，将
和合驿白纸黑字记录在这卷帙浩繁的史
书之中，足见和合驿在那个历史时期的
重要性，其建置规模不可小觑。

康熙年间二驿合并

水驿和马驿的不同之处，在于水驿拥有船只。水驿的船只又
分站船、红船、快船等。站船身画彩纹；红船则涂以红漆；快船一
般由十人驾驶，名叫多桨快船。此外，还有一种座船，多是红船改
装而成，专门应付上等差役，比如官员乘驿，比其他船只等级高，
装饰也比其他船只精美。

每只驿船都备有“三大件儿”：旗帜、鼙鼓和铜锣。当驿船即
将抵站时，船中必先鸣锣击鼓，而此时旗号早已悬于船桅之上，以
此通知前面驿站早做准备，使其迎接从容，不会措手不及。

一般乘驿，都是用站船。红船是较低一级的驿递工具，使用
人员多为来贡的“夷使番僧”、王府家的差人以及病故官员的回籍
家属等。若有紧急公文，就用十桨快船。

除了船只外，和合驿也有驿马，驿马也分上中下三等，其次为
骡、驴、牛等，并备有驿车。那年代，“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驿马颈下系一铜铃，驿夫疾驰前进
时，铃声激扬清脆，前面的驿站人员听到铃声立即备好马匹，以备
替换。

按清制，凡紧要公文，一律交由驿站递送，并规定时限时速。
比如五百里公文，即一昼夜限行五百里。张家湾和合驿下行至河
西驿计七十里，“六百里加急”即限行一时二刻（由河西驿至和合
驿为上行，限行为一时六刻），换算成现代时，则为两小时三十五
分钟。如果由现在的人来完成此项任务，应该都没问题。但若是

“八百里飞递”或“十万火急”则非一般人所能胜任。可见，身为驿
递人员也极为不易。

至于和合驿的马匹数，《光绪顺天府志》上说，和合驿在清顺
治初有马二十五匹，比同一时期的河西驿要少。清顺治时，河西
驿原额设马三十三匹，人员分马夫、扛轿夫、递夫、库夫等，共计
一百五十二人。总之两个驿站的马匹数都不算多。为什么？原
因很简单，刚刚经过了战争，清政权初建，百废待兴。到了清
康 熙 年 间 ，和 合 驿 的 规 模 有 所 改 观 。 因 为 康 熙 十 八 年
（1679），通州地震，“官民房舍，州治，试院，钟鼓楼及舍利塔
尽圮”，潞河驿也难逃此劫。随后几年又遇洪水，使通州城区
遭受重创，元气大伤。康熙三十四年（1695），通州又灾，皇帝
只得“诏照扣蠲地丁钱粮。是年，裁潞河驿职务归并和合驿
（据《民国通县志稿》）”。潞河驿丞被裁，日常驿务改由和合驿丞
管理，和合驿的规模遂变大。

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康熙三十四年归和合驿管辖的马
数，两驿相加共有一百三十七匹。至于马夫、船夫、库夫、斗夫、厨
夫等杂役人员，得有二百来号人。这应该是和合驿历史上最红火
最风光的时期。

20世纪30年代中街。

被并到和合驿的潞河驿也是在明代永乐年间设置的，原为南向前后两个院
落，到了乾隆年间，要兴建东路御酒厂，就选定了潞河驿旧址。潞河驿站的码头在
通州区赵登禹大街5号院东侧约50米处，码头南侧岸边驿亭遗址已被破坏，所遗部
分汉白玉构件被收藏在三庙一塔内。潞河驿的驿亭是六角攒尖黄琉璃筒瓦带宝
顶，颇具皇家气派，可惜如今已找不到，当年的辉煌也只能从文物志上了解考证。

那么，和合驿旧址在哪儿呢？笔者从一本《通县志要》中找到了线索。这本铅
印《通县志要》原出版于1941年，书中明确记述着，“驿丞兼巡检署遗址在张家湾西
栅栏内，今为空地。”笔者走访过的当地老人都认为，过去的“王家场子”就是和合
驿遗址。

旧时，张家湾镇村（现名）建有东西南北四个栅栏门。据说栅栏门始建于清
朝，目的是保护商民，以防土匪袭扰。“王家场子”是一片大空地，也建有房舍。被
一道长长的南北走向的院墙分为东西两大院落，中间有门相通。西部为房舍庭
院，南端临街有房与西栅栏相接；东部为大空场，总占地约两亩多。因民国初被王
姓村民购得，故名王家场子。

据老人们说，这西边部分应该是两进院落，后边一排房不知何年拆毁，只剩空
地，中间是一排五间北房，并建有走廊。墙体由大青砖砌成，房顶为小瓦当。有西
厢房。庭院整体布局古朴别致，似有官邸之象。

庭院东墙外就是空场，占地一亩多。场内虽无马厩遗存，但东边院墙南北向
有一排洞眼，眼内砌有木柱，明显曾为系马所用。

这空场部分南面临街，无门无院墙，可谓四通八达。从王家场子出西栅栏门
往西经大高丽庄直达广渠门；往南出南栅栏门可经漷县去河西驿；东栅栏门外是
大运河故道，史称“下码头”；往北过北栅栏门上通运桥，进张家湾城南门再出北门
取道通州，则可径往京城了。

西栅栏内是王家场子，西栅栏外就是馆驿胡同，仅一墙之隔。从这里进胡同
蜿蜒东行约四百米，与“水胡同”北口相汇处，就是萧太后河的南河沿，若再前行五
十多米就到通运桥了。所以说和合驿与馆驿胡同就在萧太后河南岸。

据《通州文物志》载，通运桥“两端东西两侧石砌平台，为行旅上下船而置，是
京杭大运河北端客船码头所在，出任江淮流域之官员，入贡北京之使节，南去北来
之文人墨客，走水路者多于此上下船……”

如果王家场子就是和合驿的遗址，客人去驿站，或住宿或打尖或讨要纤夫都
是既方便又快捷。而馆驿胡同之名，估计就因驿馆而得名。

总之，王家场子西部庭院是驿丞兼巡检办公和住宿的地方；东边空场是供马
匹和大车停放或出入的场所，只是因为年代久远，马厩、大门等建筑已荡然无存，
所以县志上才说“今为空地”。

和合驿位于馆驿胡同

外使进京先到和合驿

1900年的张家湾城门。

通州土坝码头。

位于张家湾镇的通运桥位于张家湾镇的通运桥，，古时是京杭大运河北端客船码头所在古时是京杭大运河北端客船码头所在，，走水路者多于此上下船走水路者多于此上下船。。

高空俯瞰京雄城际终点站雄安站高空俯瞰京雄城际终点站雄安站，，椭圆形的站房雄伟大气椭圆形的站房雄伟大气，，高铁轨道从站房延伸至远方地平线外高铁轨道从站房延伸至远方地平线外。（。（资料图资料图））记者记者 和冠欣和冠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