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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文化》

“该不会走错了吧？”上周末，记者来到
通州区天桥湾社区，眼前这座建于 1995 年
的老小区，变了模样。社区里，一处违建也
没有，停车规范、道路整洁，楼体靓丽，还有
人脸识别单元门、智能垃圾桶……“第一次
来的人都说，这哪像老小区，看着就像‘别
墅区’。”社区党支部书记米妍自豪地说。

以前，天桥湾是通州出了名的“老破
旧”，褪色严重的楼体外立面，杂乱如蛛网的
架空线，经常发生故障的路灯，420 多处违
建，“马路拉链”数不过来……如今，通过“疏
解整治促提升”和老旧小区改造，“老破旧”
摇身一变成了美社区。“我现在多了个爱好，

拍社区美景。”居民卓明说，他的作品，就贴
在社区宣传橱窗里，大伙儿都爱看。

一进卓明家，温暖扑面。屋里 25℃，
“您摸摸暖气，小心点儿，别烫着手。”卓明边
说，边脱掉羽绒服放进大衣柜，他指着放在
最下边的一件小棉服，笑着说：“过去小区供
热管线老化，楼体保温层也薄，冬天在家老
得穿这件。”现在，管道全部换新，保温层也
厚了不少，这件棉衣也就跟着“退休”了。

午后的暖阳，柔柔地洒在客厅里，“这老
小区怎么还有落地窗？”听记者这么一问，卓
明笑得更灿烂了，他说，2017至2019年天桥
湾小区改造时，结合居民建议，在保证安全
的情况下，施工方给窗户做了升级，小塑钢
窗，换成了断桥铝落地窗，居民没花一分钱，

“头两天下雪，我们一家人在窗户边吃火锅，
赏雪，别提多美了！”（下转2版）

老小区里的新生活
本报记者 陈强

在修葺一新的小区中在修葺一新的小区中，，居民们正在欣赏居民们正在欣赏““社区新变社区新变””图片展图片展。。记者记者 陈强陈强//摄摄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早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
建成前，小提琴家吕思清就曾在工地食
堂里为建设者们拉起优美的琴曲。那时
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转眼间，庞大的
舞美城堡早已拔地而起，投入运营两年
有余。

两年多来，作为台湖演艺小镇的龙头
项目，舞美艺术中心在保障剧目创排、引领
行业前行的同时，也把包括吕思清在内的
许多名家和经典剧目“输送”到了副中心观
众的家门口，丰富了当地的演出资源和文
化生活。

为剧目创排保驾护航
2018年 5月 17日下午，国家大剧院台

湖舞美艺术中心的台湖剧场里，舞台上方
被一圈简洁的白色圆弧笼罩，淡淡的灯光
勾勒出国家大剧院最为人熟知的“巨蛋”
轮廓。

手拿指挥棒，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
嘉谈到即将奏响的作品时，既兴奋又感慨：

“在我看来，《纽伦堡的名歌手》是瓦格纳最
为特殊的一部歌剧。”大剧院合唱团和管弦
乐团近两百位艺术家陆续登台。这部规模
宏大的作品很少在舞台上如此完整地上
演，“它的纯作品时长差不多是四个半小
时，再加上两次中场，就到了五个半小时，
即使是欧美顶级的歌剧院可能也只会在十
五年到二十年间演一次。人生没有几个二
十年，不管是对艺术家还是对观众来说，这
都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这场提取了《纽伦堡的名歌手》全剧
精华的音乐会，揭开了国家大剧院台湖舞
美艺术中心试运行的帷幕。历经两年多
的前期准备和三年的现场施工，总面积近
6万平方米的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
心投入运营。这座包括国家大剧院台湖
剧场、台湖露天剧场、演员住宿楼、艺术交
流楼、舞美设计楼、舞美制作车间、集装箱
库和地下停车场等设施的“城堡”，是集舞
美设计制作研发、国际舞美艺术交流、布
景服装道具仓储、演出排练合成、演出艺
术活动和艺术普及教育于一体的平台。

由国家大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
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歌剧《纽伦堡的名
歌手》，是第一部在这里制作、排练的剧目，
因为台湖剧场的舞台台口与大剧院歌剧院
完全一致，剧目排练效率和大剧院舞台的
利用率得以提高。仅在 2018年，舞美艺术
中心就完成了大剧院原创舞剧《天路》、话
剧《暴风雨》、歌剧《唐璜》的排练合成工
作。2019年，在服务国家大剧院原创剧目
生产的同时，舞美艺术中心还先后为国家
话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歌舞
团、孟京辉工作室等机构的多部作品提供
排演服务。

专业化的服务，孵化了一部又一部成
功的作品。刚刚过去的 2020年，尽管受到
疫情的影响，舞美艺术中心依然继续保障
了国家大剧院自制话剧《二月》、市民新春
联欢会以及《我和祖国一起成长》——首
都青少年庆祝“十一”主题活动等演出的
排练合成，并先后为北京交响乐团大型京
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四川交响乐团
民族歌剧《同心结》、北京歌剧舞剧院音乐
剧《在远方》等艺术院团以及社会艺术机

构提供排练综合服务。

大师名团来到“家门口”
2018年9月15日下午，微风拂面而来，

偶尔抬头，秋日碧蓝色的晴空里，一架飞机
徐徐驶过天际。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
术中心露天剧场，指挥家林友声执棒北京
交响乐团，用一场“炫彩台湖”音乐会正式
为“国家大剧院 2018 台湖音乐周”启幕。
这是舞美艺术中心首次面向公众推出的公
益性演出品牌，也是台湖演艺小镇面向社
会的第一次亮相。

“我们一直希望能丰富通州区群众的
精神生活，助力城市副中心文化发展，增强
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舞美艺术
中心综合管理部部长马銮才说。作为台湖
演艺小镇的龙头项目，舞美艺术中心一直
致力于将国家级艺术殿堂的高雅艺术送到
寻常百姓家。至 2020年，舞美艺术中心已
经形成了“台湖星期音乐会”“台湖演艺艺
术周”“台湖暑期儿童艺术演出季”“台湖精
品剧目展演”四个演出品牌，全年共演出53
场，接待观众近17000名。

不必“舟车劳顿”就能看上大师名团的
表演，再也不是通州居民的奢望。2020年
9月 2日晚，在舞美艺术中心台湖剧场中，
一首为“武汉加油”而作的交响序曲《武汉
2020》，由指挥家李飚执棒北京交响乐团
震撼奏响。这首有着特殊意义的交响曲
由北京交响乐团与天津交响乐团共同委
约德国作曲家恩约特·施耐德创作，从构
思到问世仅用了 14天时间，曲中既表现了
人类面对未知而自然流露的恐惧，更有战

疫情的英勇无畏，施耐德把他的所见所感
尽数倾注于乐谱间。艺术的温暖与力量让
所有人的心连接在一起，阴霾终将散去，阳
光依旧温暖……

这场音乐会，正式开启了 2020 年“台
湖演艺艺术周”。不到 20 天的时间内，交
响乐、室内乐、戏剧、杂技、相声剧等15场演
出，把北京交响乐团、北京歌剧舞剧院等艺
术院团，以及吕思清、陈萨、秦立巍、孙颖迪
等名家请到了通州观众的“家门口”。演出
时，为了拉近观众与高雅艺术的距离，艺术
家们常常遴选经典通俗、喜闻乐见的作品，
讲演结合。此外，艺术周坚持以惠民低票价
进行销售，每场演出还专门设置6个公益专
座，邀请台湖镇特殊（困难）群众走进剧场。

“台湖精品剧目展演”则是舞美艺术中
心在 2020年全新策划推出的演出品牌，而
在这个品牌的“元年”，中国评剧院《花为
媒》、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人民英雄纪念
碑》、北京曲剧团《龙须沟》、北方昆曲剧院

《牡丹亭》等不负“精品”之名的经典剧目就
应邀前来，王丽京、王洪玲等戏曲名家的惊

艳表演令观众们大呼过瘾。
让艺术触及更多观众，是艺术家们不

变的热忱，正如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所言：
“古典音乐是能给大家带来正能量、带来美
好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希望能把经典音
乐会‘零压力、低门槛’地送到台湖，让音乐
流淌在城市血脉中。”这与国家大剧院的担
当不谋而合。“舞美艺术中心四大演出品牌
的关键词就是高品质、公益性。”大剧院副
院长李志祥表示，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城市
副中心的观众走进剧院，让剧院演出成为
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国际同行交流互鉴的窗口
声、光、电、机械……舞台为观众们织

造着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梦境。舞台美术是
舞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造者表达
思想内涵、向观众传达信息的形象化手段，
也是观众感知、理解作品的有效途径。如
今，舞台美术对表演创作的重要性日渐凸
显，已经成为表演艺术领域的一大亮点。

（下转2版）

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

把名家名团送到副中心观众“家门口”
本报记者 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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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开挖通惠河，借鉴前朝成功的治漕经验，一开始就采用了闸河
技术，通惠河上共建造了节水闸11处24座，而且包括入白河处的河口闸
都全部采用了先进的梯航技术。什么是梯航呢？就像今天的葛洲坝一
样，一处至少建两个水闸，上闸关闭，外河漕船直接行进到闸下，然后关
闭下闸开启上闸，使两闸之间水面抬升至上游水平，这样船就可以继续
航行上游河道了。

要说京通间里河漕运，最成功的应该就是这条河了，“漕运粮储，南
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通惠河直达海子登岸。”（《通惠河》吴仲）：忽必
烈自上都（开平）回大都，见大都积水潭（此河终点码头处）上“舳舻蔽水”

“公私两便”（《通惠河》吴仲），喜笑颜开，赐称此河为“通惠”。
通惠河采取梯航技术，漕船可以直航大都，省去了中间的人工搬运

过坝和倒换里河驳船的人工劳苦，是京通里河漕运史上最便捷的转运方式。
通惠河与北运河交汇处，在金代通济河时就建有河口闸。明代吴仲

重修通惠河改道此处之后，漕粮货物都是靠人工搬运过闸，再换驳船漕
运进京。

元代时在通惠河上就曾使用了直接梯航之法，到明清时为何不用了
呢？分析应该是受河道水量、水深和宽度等限制，这与船身大小、载重和
吃水量等也有关。明清两代，外河漕船远道而来，为了多运货物，一般船
身都比较大，船大载重大就吃水深，自然无法在里河行驶，所以采取人工
搬运过河口闸，这是里外河漕运综合利益权衡的结果。不过漕粮换到里
河驳船上之后，从通州到北京还是采用直接梯航之法的。

因为种种原因，明清两朝运河漕运在里外河交汇之处，没有采用直接
梯航之法，这对通州的发展反而是一种促进。明代通惠河改道之后，一者
外河漕运码头从通州张家湾移到了通州城城东、城北，二者漕粮货物人工
搬运过闸，这些都客观地促进了通州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的繁荣。

综上所述，成为世界遗产的现存通惠河通州段，其作为人工运河的
历史始于金代，距今应该有850年的历史；它在金代就曾有过3次人工疏
浚，先后有过很多名字，它作为自然河道遗址的时间自然更长，“沽水入
潞乱流”（《水经注》）时，高梁河在北京小平原已经出现，应该算是上古自
然河道了。这次获批为世界遗产的通惠河通州段，基本上保持了明清时
的状态。

成为世界遗产的这段河道，虽然只有区区 5公里，但在它本身及其
附近，有着非常众多的历史文物古迹，尤其是今新华街道所属的通惠河
通州东段，这一段本就是通州老城的北护城河，老城的文物古迹都近在
咫尺，比如通州衙门遗址和贡院、“三教庙”等等，历史上著名的通州八景
之“波分凤沼”和“古塔凌云”也在这一河段。

“波分凤沼”遗址在现天桥湾小区附近，这里原有通惠河南去支流
（此段河道曾有三处南向支流），明代用为城西护城河。通惠河水来自翁
山泊（颐和园昆明湖，又称凤沼），此处景致便被文人雅士名之为“波分凤
沼”了。这里东濒西海子公园（原里河驳船停泊于此处葫芦湖），当年风
光旖旎，热闹非凡，如今也是风景如画。今通惠河此处支流不再，但遗迹
还依稀尚存。

“古塔凌云”更是通州八景中最著名的一个，“一枝塔影认通州”（清
王维珍诗《古塔凌云》），建于北周时期的燃灯佛舍利宝塔，更早已成为通
州的标志……

通惠河与北运河交汇处，也就是现世界遗产河道的东端，有当年漕
运时的石坝，石坝及其附近文物古迹一样密集。石坝遗址位于通惠河
南、北运河西夹角一隅，明清两朝大运河向北京转运漕粮货物，此处石坝
发挥了巨大作用。石坝迤南还有一个土坝，较石坝要小，当时也是通州
两座最主要的码头之一。清朝时石坝经纪军粮，土坝经纪白粮，都是当
时特别重要的漕运枢纽，也是特别繁华热闹的地方。这些文物古迹与古
老的世界遗产通惠河一起，默默印证着通州在大运河漕运史上的重要历
史地位。

世界遗产：通惠河通州（东）段考
刘福田

2014 年 6 月 22 日，历

经 8 年，大运河申遗终获

成功，成为我国第 46处世

界遗产。北京在这次申

遗中获批“两段两点”，其

中最长一段就是通惠河

通州段。它西起永通桥

（俗名八里桥），东至通惠

河与北运河交汇处（卧虎

桥），这是通州区第一处

世界级遗产，其中新华北

路桥迤东通惠河段，为通

州老城北界，历史上不仅

被用作运河，还同时被用

作城北护城河。

这里我想重点谈谈

这次获批为世界遗产的

通惠河通州东段的历史

变迁，希望有更多人去关

注它，使这处世界遗产得

到更好的保护。

调整河道 明嘉靖重新疏浚通惠河

据有关史料考证，今通州城址作为县治所在，始于北齐（550—577），此前路县（通州前身，始
建于西汉初年）县治在今城址东八里古城村。

明洪武元年（1368），裨将孙兴祖因循县治旧址修筑通州城池，砖砌其外，中实以土，这是通州
城制最早的雏形。光绪《顺天府志》载，城“周围九里十三步，连垛墙高三丈五尺”，今新华街道辖
区与当时老城基本重合。时城北有金代废弃的“闸河”（今通惠河通州东段前身），东有大运河宽
阔水道，自然成为其护城河。至明正德年间，西、南护城河分流城北通惠河水向南，再向东流入运
河，这样通州城就四面都有了护城河，城池筑有城墙又四面环水，通州城也就愈加固若金汤。

通州是京杭大运河北端源头，据《元史·地理志》，通州以“漕运通济之意”得名，对北京成为中
国首都乃至中国版图的定型，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假如没有通州，中国就不会是现在的版
图，北京是政治中心战略要冲，虽有万里长城拱卫，若官民军队没有足够的粮食吃，也根本不可想
象。万里长城与大运河在中国大地上组成了一个“人”字，长城借自然地理优势胶着南北，运河又
人工开凿保障了军需，正所谓兵马未动草料先行，这一撇一捺不可或缺。大运河申遗成功充分说
明了漕运及其终点码头通州的历史重要性。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战事频仍，通惠河不得治理逐渐淤废。南方漕粮只能通过海运由直沽（今
天津）沿白河运抵张家湾，再陆路转运到元大都（北京）。陆路运输受制于天气，每遇雨雪道路泥
泞便无法成运。元末明朝大将徐达、常遇春北伐占领了通州及东南地区，完全中断了元大都的漕
粮供给，粮草匮乏，元顺帝才不得不放弃大都北逃。

明朝初期卫戍北平也面临很大困难，通惠河淤塞早已无法行船，民用军需的漕粮只能运抵张
家湾，然后还要陆路转运北平，万般艰辛。明朝在前100多年时间里曾多次疏浚通州到北京的漕
运河道，但一直不够理想，以致通惠河漕运时通时断。明嘉靖七年（1528），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
仲力排众议，受命主持重
新疏浚通惠河。这次疏浚
重新调整了河道，“自北
京东便门外，至今朝阳区
杨闸村附近，甩掉元代通
惠河至高丽庄入白河的
下游河道，直接至通州城
北入白河。”（《通州漕运》
周良著）

这就是现存通惠河通
州段，现属新华街道的通
惠河通州东段，也从此明
确属于通惠河河道。

解陆运之困 金朝引水开槽、建闸制水

现存通惠河通州段在被吴仲用作通惠河下游河道之前，已经是一条人工漕河的一部分，该漕
河开凿在元朝之前，是金代疏浚开挖的高梁河北支。

金朝时北京战略地位尤其重要，金疆域包括辽东与黄淮，北京恰好处于南北两大块疆域的连
接点上，为保障首都官兵和民众用粮，金必须从黄淮地区征缴大量粮食运到都城，但这时萧太
后运粮河已淤塞弃用，由通州张家湾到金中都城，只能陆路运输。

因此开辟通州至中都城的水路漕运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金大定五年（1165）开始疏浚中都
城北的高梁河北支，希望把这条河建成里河漕运河道。疏浚完成后即开始通漕，河名还叫高
梁河。但开始使用就出现了问题，由于上游水源不足，漕运量非常有限。

金大定十年（1170），中书省建议开决卢沟河（今永定河），引导其水用作高梁河上游水源，以畅
通漕运。工程于大定十二年（1172）三月开工，历时 50天即告完成。这是因为这次使用的下游河
道，还是之前疏浚过的高梁河北支：“自金口（即引卢沟河河水的河口，大约在今天石景山区麻峪村
北河河岸）疏导至京城北入濠（中都北护城河）而东，至通州城北入潞水。”（《金史·地理志》）现通惠
河通州段，显然也是这段高梁河故道。新河被称为金口河，因为当时在引卢沟河水的河口处，用铁
板铸护了引水河身的岩石河床，铁属金，故改称金口河。

金口河通过分流卢沟河，解决了水源不足的问题，但使用后也很快发现问题：这次又是因为
它水太大了。卢沟河取水口“地势高峻，水性浑浊”（《金史·河渠志》），河水经常冲塌河岸，甚至
造成洪灾危及中都，泥沙也淤积严重，使河道多成浅滩，行船困难。大定二十七年（1187），金口
河被迫停止漕运，这第二次疏浚的漕河也只用了十多年。后自通州向中都转运漕粮，依然只能靠
陆路车运。

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苦于陆路转运的金廷又一次下决心疏浚漕河，这次汲取之前失败教训：
“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梁）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金史·河
渠志》）此次显然还是用的金口河故道，但水量较前两次折中了，较高梁河时增加了“白莲潭（今积水
潭、什刹海）诸水”（《金史·河渠志》），较金口河时又不再引卢沟河水，这条河以后也改叫通济河了。

通济河开浚应用了一项新技术，那就是在河道建闸节制水流，这样一来既解决了从北京到通
州河道落差较大的问题，又保持了水流量平稳，水深可以保证航行的问题。通济河从水源地到通

州城北这段 50里长的河道中，按照地势高低选点建闸，水多时提闸放水，水少时闭闸蓄
水，所以这条河又被称为闸河。

原来很多棘手的问题解决了，从通州到中都的漕运也就基本得到了保障，这次修浚同
时为元代开挖通惠河积累了成功经验。不过，金宣宗贞祜二年（1214），金朝因为成吉思汗的
蒙古国崛起而国势衰败，被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千辛万苦建成的京通漕运河道，用
了10年就废弃了。

梯航技术 京通里河漕运便捷转运

在西海子公园葫芦湖畔可赏在西海子公园葫芦湖畔可赏““古塔凌云古塔凌云””。。

如今的通惠河通州东段岸边如今的通惠河通州东段岸边，，古朴与现代相得益彰古朴与现代相得益彰。。((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通惠河上的游船通惠河上的游船。（。（摄于摄于2020世纪世纪2020年代年代））

李飚执棒北京交响乐团为2020“台湖演艺艺术周”启幕，副中心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大师名团的演出。(资料图)记者 常鸣/摄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北京拟开通三条
从四惠客运站至北三县通勤的省际客运班
线。这三条班线也是北京提出“鼓励京冀、京
津地区间开展省际定制客运服务”后，首批计
划开通的京冀间通勤线路。

首批公示线路均从四惠站发车

根据市交通委“关于拟发展省际客运班
线事项的公示”，这三条拟开通的省际客运班
线的始发站均为四惠长途客运站，目的地分
别是三河、大厂和香河的汽车站。每条线路拟
投放8部车辆，每天最少发送一班次，申请经营
期限均为 6年。承运方北京银建运输有限公
司已与北京公联长途场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四惠站，以及廊坊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三
河、大厂、香河客运站签订进站意向书。

公示文件显示，四惠至三河行驶路径为：
（四惠客运站）京通快速（西马庄收费站）通燕
高速（燕郊）G102（三河汽车站）；四惠至大厂
行驶路径为：（四惠客运站）京通快速（G103出
口）通州城区道路（武兴路出口）武兴路（迎宾
大道）大厂县内道路（大厂汽车站）；四惠至香河
行驶路径为：（四惠客运站）市内道路（五方桥）
京哈高速（西集一桥）唐通线（香河汽车站）。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三条班线正处于公
示期，开通运行时间及未来运营班次、票价等
情况尚未确定。

根据近日发布的《北京市贯彻〈道路旅客
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实施意见》，省际
客运班线、省际旅游客运班线、市内旅游客运
班线可开展定制客运服务，并明确要求定制
客运车辆应使用 7座及以上的客车。进出京
定制客运车辆应按备案的途经线路、客运站
（点）运营。鼓励环京护城河地区特别是京
冀、京津地区间开展省际定制客运服务。

统筹研究北三县与副中心公交规划

今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
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提升京津冀协同发
展水平，“推动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联动发
展”。北三县与北京的交通连接备受关注。
今年“两会”期间，北京市人大代表、市公交集
团董事长王春杰曾透露，结合“十四五”规划，
北京公交集团内部正在统筹研究北三县与城
市副中心间的公交规划。

在服务副中心运营方面，王春杰介绍，
2021年将主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结合施
园公交场站的建成以及环球度假区道路开通
情况，做好环球度假区及周边地面公交线路
调整；二是根据通州文旅区的出行需求，做好
台湖演艺小镇等重点功能区的地面公交服
务。目前，通州区政府正在组织区交通部门
编制通州副中心专项线网规划，按照“政府主
导、政府设计、企业参与、企业实施”的全市线
网规划工作原则，下一步规划定稿后，公交集
团将在通州区政府的统筹安排下，做好所辖
线路的调整落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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