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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
专项资金项目开始申报

本报记者 骆倩雯

在北京，既和天津又和河北接壤的只
有通州区；在天津，既和北京也和河北接壤
的就只有武清；而廊坊就是既和北京也和
天津接壤的河北的地区。相邻的地理位
置，让三地在京津冀这个大范围的气象预
报中，也成为了一个小型综合体，需要更紧
密的合作。今年，“通武廊”三地正在共同
制定“十四五”规划，要将合作的内容写入
各自区域的专项气象规划中。

通州、武清、廊坊三地，虽然行政区划
不同，但都地处平原，气候特征相同，天气
过程有着许多共通之处。通州区气象局副
局长温煦介绍：“一般来说，从海上过来的
天气过程，如较大的降水、台风天气等就是
从武清过来的；从南边过来的天气过程，就

会先到廊坊，如连绵不断的降水，还有雾霾
天气等；先到北京的一般就是由飚线影响的
强降水，造成强降雨、短时大风、冰雹等。三
地需要及时沟通，提前做好预警预防。”

2017 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
背景下，“通武廊”三地气象部门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书，在气象数据信息、专业服
务、科技创新等方面展开合作，构建气象灾
害联防机制。为了促进紧密合作，三地共
同建立了一个“通武廊气象灾害防御协同
工作平台”，2019年汛期正式投入使用，经
过 2020 年运行检验，平台目前运行稳定。
三地充分利用协作平台，联合会商、信息共
享、应急联动、协同预警等。

2020 年 8 月 12 日，京津冀地区迎来入
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当天上午 11 时 30
分，三地气象部门接通了“通武廊”三地的

气象会商。而在会商前，三地气象部门已
经通过微信群进行了沟通，此次会商内容
主要集中在降雨的强度和落区研判上，为
三地准确预报打下基础。

温煦说，在转折性天气、灾害性天气过
程、重大活动保障时，三地气象人都会通过
微信群交流信息、上下游协同预警防控，做
好做实天气预报的精细服务。“只要有一方
出现重大天气，都会及时互通信息，包括天
气影响路径、已出现的天气实况信息等，保
障气象灾害防御的及时、高效。”温煦说。
2020年全年，“通武廊”三地气象台共进行
天气联防会商 36次。每一年，三地还会召
开“通武廊”工作联席会议，共同推进区域
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建设。

三地从 2019年开始，还启动了运河通
州段通航专项服务。为做好大运河通航气

象服务保障，三地在运河沿岸共同规划一
批气象监测设备，通州率先建立完成，武清
和廊坊紧跟其后。三地还将通过格点预
报、场景式气象服务等，为了今年 6月京杭
大运河通州—香河—武清段正式通航服务
做好储备。

温煦表示，目前，三地正在共同制定
“十四五”规划，合作的内容将写入各自区
域的专项气象规划中。“十四五”期间，三地
将围绕多河富水的地域特点，开展具有区
域特点的强对流、雾等气象预报协同攻关，
积极探索并形成更为完善、具有推广示范
效应的工作经验，破解防灾减灾、生态文明
建设、乡村振兴等气象预报和服务保障的
技术难题，积极探索共同开发、联合运营、
协同发展的气象合作新模式，面向三地区
域打造智慧气象服务的共同体。

“通武廊”三地共谋“十四五”气象规划

本报记者 韩梅

“雄安宣武医院一期工程正在热火朝
天地建设中，计划今年 7 月主体结构封
顶。”日前，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
国光向记者介绍说，目前，项目建设进展
顺利、有序推进。各参建单位系统、科学、
精准谋划，一所环境宜人、服务贴心、诊疗
模式创新、就医流程便捷的智慧型现代化
医院即将在雄安新区建成。

“医院将让雄安新区居民在家门口享
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按照设计，项目
将建成一所拥有 600 张床位、可独立运行
的三级综合甲等医院，包括门诊楼、医技
楼、住院楼、相关附属配套设施。”赵国光
介绍说。

据介绍，医院项目整体建筑形态吸收
了白洋淀独有的万亩淀泊、苇濠交错的原
始生态元素，总体方案采用了条块化设计，
模拟白洋淀淀泊形态，将西北侧规划绿谷
和水系的自然风貌随地势引入院区，为医
护工作者和病患创造出自然舒缓的绿化
环境。

雄安宣武医院是北京市支持雄安新
区建设的“三校一院”交钥匙工程之一，是
北京市政府以“交钥匙”方式为雄安新区
建设的第一所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也是雄安新区启动区的区域医疗中心。
其总体功能定位是“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的现代化医学中心”，主要任务包括医疗、
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和康复。受雄安新
区和北京市共同委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将对其进行托管，为雄安新区提供优

质公共服务。
雄安宣武医院是雄安新区医疗健康

信息化的试验田、集成地和雄安新区智
慧医疗的展示窗口，将在组团医院运营
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围绕京津冀协同
发展，医院将建设集临床服务、医疗教育、
医学科研和成果转化为一体的医疗综合
体，最终成为健康中国建设实践样板区、
医学科技研发引领区、医疗卫生服务模式
创新示范区。

雄安宣武医院主要服务于雄安地区
居民，包括现有居民、新区建设者、北京疏
解人口、引进人才等，并进一步辐射至京
津冀地区乃至全国；同时作为京津冀协同

发展和非首都功能疏解重要组成部分，承
担分流前往首都核心区就诊患者的诊治
任务。

雄安宣武医院将延续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国家医学中心建设理念，以神经
科学和老年医学为特色，依托神经系统疾
病疑难重症诊治、心血管疾病诊疗、肿瘤
诊疗、康复治疗、国际化临床试验学科优
势，以患者为中心，针对特定疾病开展学
科合作诊疗模式，满足不同患者的医疗服
务需求。同时按照首都医科大学建设“高
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和“世界一流医科
大学”的总体目标，建设现代化医学人才
培养基地和医学科技创新中心。

本报讯（记者 孙宏阳）日前，北京、天
津地铁乘车二维码实现互联互通，范围包
括两市城市轨道交通所有运营线路及车
站。自此，北京市民可以使用“亿通行
APP”乘坐天津地铁，而天津市民则可以使
用“天津地铁APP”乘坐北京地铁，两地地
铁出行更便捷。

北京、天津两地地铁乘车二维码互联
互通功能上线后，乘客持“亿通行APP”或

“天津地铁APP”，均支持在京津两地跨城
市地铁刷码进站乘车。乘客仅需将亿通
行 APP 版本升级到 4.5.2 版本、天津地铁
APP升级到2.4.0版本，按照APP提示开通
北京/天津地铁乘车码业务后，即可异地
刷码乘车，体验京津城轨畅行。

北京市民使用“亿通行 APP”首次乘
坐天津城市轨道交通时，打开【乘车】页，
选择城市为“天津”，点击【立即开通】按
钮，按照提示完成相关操作后即可刷码畅
行天津城市轨道交通。

北京、天津地铁乘车二维码互联互通
遵循乘车优惠本地化原则，乘客使用亿通
行 APP 轨道交通乘车码乘坐天津轨道交
通产生的消费，不享受天津当地轨道交通
二维码乘车优惠，且消费金额不计入北京
轨道交通月度累计消费，不享受北京轨道
交通票价阶梯折扣优惠。同样，使用天津
地铁 APP 轨道交通乘车码乘坐北京轨道
交通产生的消费，不享受北京轨道交通票
价阶梯折扣优惠。

目前，北京交通部门正在推进与石家
庄、广州等城市地铁乘车二维码互联互通
工作，力争2021年实现。

京 津 地 铁 乘 车
二维码实现互联互通

今年1月15家总部实现税收4.8亿元

城市副中心首个央企总部集群项目取得“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新年首月，位于

运河商务区的三峡集团所属的 15 家二三
级总部集群项目实现税收 4.8 亿元，取得

“开门红”。
按照党中央和北京市关于疏解非首都

功能工作要求，2020 年，三峡集团在京所属
企业迅速行动，所属的15家二三级总部实现
工商、税收双落地，成为城市副中心首个落
地的央企二三级总部集群项目。

项目落地即见效。新年伊始，这15家总
部传来“捷报”：2021 年 1 月实现税收 4.8 亿
元，取得“开门红”。

记者了解到，这 15 家总部包括三峡国

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三峡新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利电力对外
有限公司和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等。其中，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金额人民币 295.66亿元，经营范围包括
水电、热电、新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

生产与管理等。注册金额人民币200亿元的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事
风能、太阳能的开发、投资，以及清洁能源、
水利、水电、电力、供水、环境工程、旅游业的
投资等。

企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

境。为促进三峡集团项目落地，区政府多次
召开项目协调会，区人力社保局、区投促中
心、区教委等部门主动走访企业并送上“服
务包”，解决企业选址、手续办理、职工住房、
人才落户、子女入学、职工就医等方面的问
题，为企业“安居乐业”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我们从落户、工商注册、搬迁到入驻运
河商务区办公，充分感受到了通州区委区
政府优质的服务和高效的办事效率。”三峡
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裁吕炯涛说，作为央企，在“十四五”开局
之年、在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多重利好条件
下，相信会发展得更好。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新春佳节临
近，昨天上午，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常务副
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曾赞荣带队走访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上门问需
求、送服务、谋发展，并与企业座谈。他强
调，新的一年，各街道乡镇、各有关部门要
主动服务，紧贴企业实际需求，量身定制

“服务包”，让企业在城市副中心留得住、
发展好。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副主任赵磊，三峡集团公司总经理助
理、董事会秘书徐俊新参加。

座谈会上，副区长苏国斌介绍了通州
区“服务包”落实情况；三峡集团有关负责
同志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及存在问题。
与会人员就进一步深化政企合作进行了
深入交流。

曾赞荣代表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
会和通州区委区政府对三峡集团长期以
来积极支持、全力参与城市副中心建设
表示感谢。他说，2020 年三峡集团下属
15 家二三级总部实现工商、税收双落地，
成为城市副中心首个落地的央企二三级
总部集群项目，是落实党中央和北京市
关于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生动实践，优良
的工作作风和高效的工作效率值得我们
学习。

曾赞荣指出，“十四五”期间城市副中
心城市框架将全面成型，现代产业体系将
全面构建，主导功能将全面强化，希望三
峡集团紧抓城市副中心建设的黄金机遇
期，在“两区”建设、新能源、金融等领域
加强对接、深化合作，实现互惠互利。

针对三峡集团提出的问题和需求，
曾赞荣一一回应、现场办公、推动解决，
他强调，各相关街道乡镇和部门要主动
服务、密切对接，紧贴企业实际需求，量
身定制“服务包”，真正做到“一对一”服
务，打造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让企业愿
意来、留得住、发展好，共享城市副中心
建设红利。

赵磊指出，三峡集团去年克服疫情
影响，取得了令人振奋的优异成绩，为城
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添秤加码。区政府
在做好“服务管家”的基础上，将加强与
三峡集团对接，在更多领域寻求合作、共
创美好未来，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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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人过年讲究的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 张丽

金牛奔盛世、牛开丰稔景、牛转乾坤、牛气冲天……伴随着各种牛年吉祥话儿，金牛即将来贺岁！春节是一年
中内容最丰富、最隆重的节日，全国各地过春节的民俗也不尽相同，通州人过年也有不同于别处的讲究。

做年菜过大年

在通州流传着这样一段民谣，“老奶奶您别烦，过了
腊八儿就是年……”一进腊月, 通州人就开始准备年菜
了，除了要提前预备出自家过节的年饭，还要准备正月
里招待亲朋好友的美味佳肴。

提前预备年菜还有一个原因，通州人有个讲究，习
惯在“破五儿”前，每日三餐要吃现成的饭菜，此举意味
着来年不受厨事之苦。

年菜做什么？做多少？各家也不尽相同，这都和家
境贫富、习惯和口味有关。

《通州民俗》中记录，一般人家的年菜除了炖肉、扣
肉、米粉肉、各种丸子等大菜外，还常做些炸豆腐以及一
些凉菜，如猪头脸儿、猪 (羊）下水、豆儿酱（猪皮丁、豆瓣
儿、豆腐干丁炒熟后凝成冻儿）、假鸡丝等。

另外，主食还要蒸大量馒头、豆包、年糕，上供和正
月食用，经济条件差点儿的，会蒸棒子面丝糕和豆馅团
子等。

尤其有特色的是通州特有的炸饹馇饸儿，这道菜的
主料是绿豆磨成的浆摊成很薄、直径一尺左右的饹馇。

饹馇饸儿主要有三大类，一种叫素饹馇饸儿，做法
是把一张剪成正方形的饹馇抹上面糊，再摊一层馅，即
胡萝卜丝加适量香菜末、面粉和盐拌匀，上面再盖一张
同样大涂有面糊的饹馇，压实后切成3厘米宽、10厘米长
的块，炸熟即成。

第二种叫卷圈儿，把饹馇松松卷成圆筒状，用面糊
把边粘实，切成两厘米厚的圆块；也可以卷成长方形, 切
成与素饹馇饸儿等大的块，炸熟即成。

第三种叫螃蟹盖儿，是把饹馇剪成直径6至7厘米的
圆片，在一张饹馇片中央放馅。肉末加适量青韭末、碎
饹馇末、油盐等调料拌匀，另一张饹馇片周边抹上面糊，
两片粘合，稍一过油捞出，吃时再煸炸一下即可食用。

前两种多作供品，后者香而不腻，是最受欢迎的年
节美食。

《通州民俗》记录着通州人还有过年吃年糕的习俗。
年糕是节日的供品，过年吃年糕，也有取“年年高”

之意。
年糕的种类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用江米面蒸制

的，直径约六七厘米的扁坨，俗名“白片儿”，蒸熟后上面
戳一个红点，在屉上晾凉，也有带枣儿或包豆焰的，天禄
斋等糕点铺或年糕摊都可买到。另一类是用黍米面（黄
米面）蒸的小枣切糕，也有带豆的，蒸熟后放凉切成方
块，有自家蒸做的，也可从摊贩那儿购买。

此外，农村还有用黏高粱面蒸的年糕或豆馅黏
团子。

过年贴春联是我国独特的、富有浓郁民族传统色彩
的文化活动。春联也叫对联、门贴、春贴子、贴对子，有
平仄音调、上下联对偶等诸多讲究。

《通州民俗》中记载，新中国成立前，通州城乡各家
春联除自写，或请亲朋代书外，进入腊月在鼓楼前后、万
寿宫等繁华地区，就可看到一处处代写春联的对子摊，
摆一张八仙桌、一只凳子，桌上放着纸笔墨砚，贴着“代
耕”“涂鸦”“翰墨”等红纸字条。压上几副写好的春联，
经营此业者多是教书先生或落魄文人，借此挣点笔资。

新中国成立后，春联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
文化，依然得到保存，只是去其糟粕，赋予崭新的内容，
用以反映国家日臻富强，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特别是改
革开放的新气象。

除了写春联，家家户户年前还有一项重要任务——
扫房子。

据记载，古代春节大扫除称“扫年”，此举并非单纯
为了干净，而是源于“驱除病疫”的一种宗教仪式，后来
演变为年终大扫除，到了唐代“扫年”之风已经盛行。历
代相传形成岁末扫房的良好习俗。

扫房也有讲究，每到年底，有的人家要把家具陈设
通通搬出室外，擦拭干净，就连上面的铜饰件儿也要擦
得锃亮，长期沉积在屋内房顶、犄角旮旯的尘土、塔灰、
蜘蛛网彻底扫净，玻璃、室内摆设、家具等都要擦净擦
亮，还要把旧对联、门神、年画儿撕掉，换新的。

除夕，源于先秦时期的“逐除”。除夕的“除”字
本义是“去”，引申为“易”，就是交替的意思。“夕”字
的本意是“日暮”，引申为“夜晚”之意，合起来就含有
——“旧岁到此夕而除，次日即换新岁”之意！

周处在《风土记》中提及：在古代的除夕还有除
傩、除夜、岁除、天除、人尽等雅称。民间俗称“大年
三十儿”。人们把这一天看作正式的大年节日，送旧
迎新的庆典都集中在这一天，所以最隆重、最热闹。

除夕这一天，过年的准备都已就绪，该买的买齐
了，该做的做好了，房舍窗明几净，春联儿、年画儿、
门神、挂钱儿均已贴齐，人们穿新衣戴新帽，一派喜
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古时，通州人过除夕守岁有讲究，守岁要做四件
事：接香、包素馅饺子、玩耍，以及接神、送神、辞岁。

第一件事是接香。新中国成立前，百姓家过年
要摆供，在正午十二时点燃蜡烛，从这时起开始接
香，烧长定香一炷接一炷不间断，直到正月初五。期
间不许扫地、倒脏土脏水，不许说脏话和不吉利的
话，忌讳摔坏家具。如果不慎打碎盆碗，马上说“岁

岁（碎）平安”以求破解。妇女忌针（指针线活儿），直
到正月初五。

饺子历史悠久，《燕京岁时记》有“无论贫富贵
贱，皆以白面作角而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
不同也”之记载。素馅饺子则有“救命饺子”一说。
意思是吃完三十儿的饺子，习惯上债主今年就不再
逼债了。

守岁的第三件事就是玩，彼时还没有电视机，所
以盛行大人打牌、小孩子放花炮、点灯笼……总之，
除夕夜要尽情欢乐，彻夜不眠。

第四件事是接神、送神和辞岁。
子时接神，人们会在各佛桌上供三或五碗素馅

饺子、一杯清茶，由一家之长主持。高香将尽时，全
家人再次磕头，把神码儿“请”下来，和“敬神钱粮”、
松树枝、芝麻秸一并焚化，以表示送神。

之后，晚辈给长辈磕头，叫“辞岁”，也叫拜年，长
辈要给孩子们压岁钱。

拜年之后，全家一起吃饺子，这是除夕的“压轴
大戏”，旧的一岁至此终结。

除夕守岁四件事过大年

拜大年过大年

正月十五过大年

经历了一个难眠的除夕夜，到了正月初一，也
就是俗称的大年初一。使用农历的年代，从这一天
起，新的一年才算正式开始了。

按照通州民俗，这大年初一的讲究可不少，不能
挑水，除夕那天得把水缸挑满；不能扫地，即使爆竹
纸、果壳纸屑撒遍地，也不能扫，说是把“财神”扫掉
了；不能骂人、打架，见面须说拜年吉利话……

大年初一，通州人习惯起早给亲朋好友拜年，
早早的把来年的祝福送给亲朋。现在拜年，发个
微信就成了，讲究点的打个电话拜年。没有手机
和电话的年代，通州老百姓拜年的规矩更讲究，
有里儿有面儿。

出家门拜年途中如遇熟人，要拱手互问“您过年
好”“恭喜发财”等吉祥话。

拜年的对象不同，形式与内容也不同，走亲戚
（指近亲）拜年要携带茶、酒、点心、水果之类的礼物，
寒暄几句祝愿的吉利话，茶罢告辞；关系浅的可以只
从门缝投入一张贺年片，祝贺年禧。

每家亲往拜年的户数多少不等，结束的日期不
同，一般不超过正月十五，最迟不出正月。

到了正月初五，这一天虽然不是什么正式节日，
但在春节期间，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日子，称“破
五”。因中国民俗认为初五之前诸多禁忌过此日皆
可破而得名。

破五习俗除了以上禁忌外，主要是送穷，迎财
神，开市贸易。但根据不同地区的风俗不同，很
多习惯都变了。变来变去，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一
天还要吃一顿饺子。

“正月十五逛花灯”，过了正月初五，最热闹的节
日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了。

据记载：清朝乾、嘉年间，每逢正月十五通州
的钟鼓楼，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挂满了各式各样的
灯笼，供人欣赏。可谓皓月当空，华灯闪烁，交相
辉映，异彩纷呈。

同时城乡的高跷、小车会、旱船、跑驴儿等民间
花会，云集古城，锣鼓喧天，欢声鼎沸，万人空巷，盛
况空前，大有效仿“金吾不禁”之古制。

彼时通州北大街路西的新泰杂货铺，每年灯节
前后会展出一组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雪人，人们称
之为“冰灯”，夜间点燃巨大的蜡烛，别有一番情趣。

大概算是早期的微型“冰雕”吧。
元宵是正月十五的节令食品，但从进入正月开

始，通州城里天禄斋等糕点铺和随处可见的元宵摊
点，都会支起案子，摆出大笸箩，现摇现卖。当年的
元宵馅种类比较少，大概只有山楂、白糖、黑糖、澄沙
几种，有的摊点还卖煮熟了的元宵。

此外，通州城乡还有高跷等花会活动，给灯节增
欢助兴。

过去，每逢正月十五晚上，还要把灯花由里屋窗
台、炕沿、桌椅、门坎……向外一盏一盏的边点边摆，
一直摆到大门外，这叫“散灯”。

至此，这年才算过了。

写春联过大年

通州传统小吃黄米年糕、饹馇饸儿。

过年期间，通州小车会、高跷会等民俗节目颇受百姓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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