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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文化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 刘薇）增加外
保温层、补建绿化、改造管线……老旧小
区改造是建筑焕新的途径，也承载着居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记者昨天获悉，
北京市住建委已于日前发布 2021 年第一
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158 个小区纳
入今年首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名单。其
中，通州区 15 个小区 131 栋楼将旧貌换
新颜，5797户居民因此受益。

开工前需先组建业委会或
物管会

名单确认后，接下来就得抓紧启动相
关工作。北京市住建委在《关于确认 2021

年第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的通知》
中要求，相关区应抓紧启动实施2021年第
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做好前期准
备工作，抓好实施过程管理，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同时，各区须按照2021年全市老
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目标，落实项目确
认、开工、完工任务，以加快工作进程，实
现压茬推进。

据记者了解，“十三五”时期，通州区
按照“自下而上、以需定项”原则开展老旧
小区综合整治，改造老旧小区 21个，建筑
面积75.2万平方米，覆盖户数8505户。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纳入老旧小区
综合整治项目名单，并不代表老楼就能立

即投入改造。按照要求，对列入改造计划
的项目，要确保在改造工程进场前完成业
委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的组建工作，完善
物业管理制度。将老旧小区改造与物业管
理同步考量，目的是让老旧小区“内外兼
修”，既能改造得好，未来也能运转得好。

居民需要什么，老楼改造什么
位于中仓街道的西营前街小区，始建

于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楼龄渐长，管线老
化、房屋漏水、道路坑洼等问题不断涌现。
2019年，西营社区启动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
程，从安全保障、功能提升、环境整治等方面
入手，集中解决居民最需、最盼的问题。

浅咖啡色和淡黄色相间的外墙、崭新
的节能窗……一系列改造后，曾经脏乱差
的老旧小区完全变了模样，用居民的话
说，“住在这样的小区，心情都变好了”。

“居民需要什么，老楼改造什么。”通
州区住建委建材办主任李扬介绍，老旧小
区综合整治主要实施“六治七补三规范”，
即：治危房、治违法建设、治开墙打洞、治
群租、治地下空间违规使用、治乱搭架空
线，补抗震节能、补市政基础设施、补居民
上下楼设施、补停车设施、补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补小区治理体系、补小区信息化
应用能力，规范小区自治管理、规范物业
管理、规范地下空间利用。（下转2版）

全市今年首批158个老旧小区改造名单公布

城市副中心15个老旧小区将旧貌换新颜

本报讯（记者 陶涛）记者从首发集团
了解到，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增设京哈高速、
六环路立交节点工程目前已顺利完工，正
在进行场地清理、交工验收、运营准备等各
项工作，为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开园做好充
分准备，确保开园前投入使用。

作为北京文化旅游新地标，北京环球
主题公园将在今年盛大开园，预计年接待
游客超过 1000万人次，将成为城市副中心
文化旅游功能的重要支撑。为保障游客顺
畅进出，京哈高速特增设了立交节点作为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的配套交通设施。增设
京哈立交节点工程位于京哈高速公路与九
棵树中路西侧规划城市次干路相交处。工
程采用专用匝道加部分苜蓿叶立交型式建
设，立交长约 1.63公里，共设置 3条专用匝
道，部分苜蓿叶立交共设置 4条匝道，匝道
总长约2.67公里。

据介绍，增设京哈高速立交节点工程
主要承担中心城区方向进出北京环球主题
公园的交通转换功能，将实现高速公路与
公园的便捷联通，是进出公园的“必经之
路”和重要交通保障，开园后车辆可通过专
用匝道直接进出园区停车场，大大缩短进
出公园时间。同时将极大丰富地方交通路
网，服务区域交通转换。（下转2版）

保障游客顺畅进出

环球主题公园增设京哈高速六环路立交节点工程完工

“画家”党员常富生

“一支画笔就是一颗‘红心’”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本报记者 关一文

“十四五”期间，三河将深化与通州区一体
化联动发展，在协同发展上实现新突破。按照

“四统一”的要求，积极响应、主动融入协同发
展，在城市规划、空间统筹、产业发展、交通共
建、生态共治、民生保障上，逐步实现一体化。
全力推动协同发展，打造“副中心彼岸的三河”
城市品牌，让“协同创新排头兵”的地位更加
凸显。

突出规划引领。高质量编制国土空间规
划，优化城市、园区和重点镇的空间布局；实行
责任规划师制度，与中规院深入合作，加快燕郊
组团规划实施落地，整合利用地上地下空间资
源，科学编制中央活力区和高品质创新街区规
划设计。

推动产业联动发展。深入推进燕郊北部科
学城与中关村科技园合作，加快带动性强的高
端产业落地。与通州区联动，面向全球开展网络
招商，着力引进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
高效能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绿色食品等产业“链
主型”企业，统筹产业发展空间，对接北京产业
链，推进三河市产业“建链、延链、补链、强链”。

深化公共服务领域合作。引进知名教育投
资集团，规划建设高标准、高品质国际学校、双
语学校；探索在新建学校开设北京、天津课程班
级，满足三河市高层管理人员需求。鼓励域内
医疗机构深化与北京三甲医院合作，加快医联
体建设；建立医护人员常态化赴北京三甲医院
学习、轮岗机制。积极与大型京企开展对接，拓
展京标服务领域，有效缩减与通州区公共服务
梯度差。

健全完善对接机制。加强与国家有关部
委、北京市和通州区的常态化沟通对接，认真梳
理需协调解决的问题和沟通对接事项，积极争
取政策、资金等支持，解决重点项目、重大合作
事项推进中的难点堵点，推动协同发展取得
实效。

聚力创新驱动，加速形成“北京研发、三河
转化”格局。吸引北京更多的科研院所在三河
布局，建设科技创新区域中心，提升三河产业
层次；创新主体加快培育，创新服务体系日趋
完善，科创水平显著提升，“硬科技”品牌竞相
涌现。到 2025年，市场主体力争达到 13万户，
规上工业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分别达到
260 家和 200 家以上，新增“专精特新”和单项
冠军企业 10家以上，上市企业争取达到 45家。

集中力量实施产业转型振兴，打造现代化
产业发展新高地。“3+3”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
成，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服务业异军突起，
与北京产业链对接更加紧固，四大特色产业
集群支撑作用凸显，到 2025 年，力争绿色食
品、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大健康特色
产业集群营收分别达到 250 亿元、150 亿元、100 亿元和 85 亿
元以上。聚焦城市更新，推动房地产业转型成功并做强做
优；城市经济、数字经济、楼宇经济迅猛发展，建筑业总部快
速聚集，金融、教育、科技等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
值的比重达到 75%以上。到 2025 年，三河市 GDP 突破 1000
亿元，工业总产值突破 800 亿元，公共预算收入力争达到 100
亿元。届时，三河将成京津冀区域充满活力、动力和影响力
的创新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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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刘绍棠重回大运河畔的故乡。儒
林村的乡亲们始终为村里出了刘绍棠这样的文
化人而骄傲。儒林村的生活也为他积累了取之
不尽的写作素材，乡亲们中的许多人是他小说
中人物的原型。刘绍棠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
先后完成了《地火》等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

1979年，打倒“四人帮”三年后，刘绍棠终于
彻底平反，重回北京。当然，他不会忘记他的故
乡。他仍常回儒林村居住。一个作家在一个小
村庄先后住了三十多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刘绍棠是唯一一人。

我去儒林村寻访感受了乡亲们对刘绍棠的
热爱。儒林村现在属通州区西集镇，在张家湾
镇东南。我乘车到姚辛庄下车后，问了车站几
个人，都不知道儒林村。正着急间，一辆小汽车

停在了附近。我忙过去问，儒林村怎么走？他
回答，这里是运河西，儒林村在河东，你去儒林
村做什么？我说，我去看看大作家刘绍棠生活
的地方。这句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说，我们
通州人都以刘绍棠为骄傲，我送你去。我问要
多少钱？他笑着说，您大老远地专门来看刘绍
棠，我还能要钱吗？上车吧。

我进了村。村子实在很小，很安静，路上见不
到人。走了一段，我看到一间小卖部，推门进去，
有几个人在聊天。我说明来意，他们一听说我是
专程来看刘绍棠，也都像司机一样兴奋。一位老
者说：刘绍棠是我们村人，在这里生活几十年。绍
棠是大作家，但没有架子，当年和村里的老老少少
都很熟。在儒林村，我看到了刘绍棠生活了几十
年的环境，更感受了乡亲们的淳朴与诚挚。

“大运河之子”刘绍棠

大运河畔的童年生活

1936年2月29日，刘绍棠出生
在大运河畔儒林村一户普通农家。
2月29日是四年才有一次的日子，几
十年后一位外国友人对他说：“你80
岁才过20个生日，你将永远年轻！”
儒林村在通州城东南，大运河东岸
的沙滩上，形成于清朝初年。村中
土地三分之一被清朝王室跑马圈
占，成为村民不可侵占的“旗地”。
村名“儒林”，并不是因为村中出
过儒学大师或著名学者，恰恰相
反，贫困的小村几百年也没出过
一个有学问的人。村民们多么希望
自己的儿女中出几个识文断字的读
书人啊。

刘绍棠从小就出奇的聪明。
母亲唱的歌谣、民间艺人讲的历史
故事他都能很快记住，还能生动地
讲述给小伙伴听。1942年春节过
后，不满 6岁的刘绍棠被送往邻村
供给店村上小学。小学的校舍是
关帝庙中的后殿，4个年级同在一
间殿内上课。这样的环境却给早
慧的刘绍棠提供了条件，他可以听
四个年级的课，每次考试他几乎都
是第一名。听课之余，他还大量看
课外书，被称为“书迷”。当时村里

有一个小饭铺，开得很红火，却一
直没有名字。一天，饭铺女老板请
了外村两个教书先生给饭铺起
名。两人酒足饭饱后抓耳挠腮仍
想不出好名字。这时在门口玩的
刘绍棠突然说：“李白有诗‘风吹柳
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就起
名‘柳香居’吧！”两个先生和店中
人都极为惊讶。后来饭铺正式起
名“柳香居”，请人写了匾额。当年
春节，刘绍棠又为店铺写了对联“南
通州北通州 南北通州通南北；金
运河银运河 金银运河运金银”。
这一年刘绍棠不满7岁。几十年过
去了，刘绍棠儿时编写的这幅对联
仍作为村史中的佳话被传诵着。

1946 年，10 岁的刘绍棠离开
儒林村，到通州城内县立模范小学
读高小。第一次作文，他一口气写
满了五册作文本，写出了长篇《西
海子游记》，轰动全校。后来，潞河
中学创办进步刊物《益智周刊》，邀
请刘绍棠作编委。周刊创刊号上
发表了他的文章《我在歌声中》，以
后 各 期 又 连 载 了 他 的 小 说《飘
零》。小学生刘绍棠显现了少见的
文学才能。

在北京二中的日子

1948年夏，刘绍棠从通州县立
模范小学毕业，参加了北平市立第
二中学（今北京市第二中学）在解
放前的最后一次招生考试。第二
中学是历史悠久的名校，其前身可
上溯至顺治十年（1653年）设立的
清廷宗学。

那一年初一只收 3个班，报名
人数却超过 5000人。刘绍棠以国
语、算术、常识三门全满分，总分
300分的成绩名列榜首。按惯例校
长和教导主任接见了这个头名状
元，并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提出希
望住校，于是他被收为住校生。

二中优秀的师资、高质量的教
学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都使刘绍棠
如鱼得水。他的学业突飞猛进，文
学才能也突出地显现出来。

为了自筹生活费和补贴家用，
学习之余刘绍棠勤工俭学，经同学
介绍做起了报童。报童是很艰辛
的，每天早晨不到 4 点就要起床，

从学校赶往灯市口大街东口的建
国东堂影院门前排队领报。然后
迅速跑遍拐棒胡同、礼士胡同、演
乐胡同、内务部街、史家胡同、干面
胡同、外交部街等东四、东单一带
的大小胡同，将报纸送往订户或卖
出。早 7 点前赶回学校上早自
习。报童生涯使刘绍棠对北平东
城极为熟悉，也让他更多地接触了
旧京人民的生活。

1949 年 10 月，刘绍棠在二中
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迎来了自
己文学生涯的开始。就在当年 10
月的一份“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
刘绍棠反映本校学生生活的微型
小说《邰宝林变了》。接着他一发
而不可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
发表了二十几篇短篇小说。

1951 年春，小有名气的刘绍
棠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
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编辑
部做编辑。

在潞河中学读高中

刘绍棠毕竟年
龄太小，在河北作协

工作了半年多，作协将他保送
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

潞河中学闻名遐迩，誉满京都。它
的前身是 186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

州城北后街教堂里开办的八境神学院，后改称
潞河书院迁往城南。1901 年更名为协和书
院。1917 年大学部迁到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
合并，1919年更名燕京大学。中学部仍留在通
州原址，成为私立潞河中学。一个多世纪以
来，潞河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著
名的如科学家宋叔和、马文昭、黄昆，历史地理
学家侯仁之，艺术家王洛宾、夏淳、梅熹等是他
们的杰出代表。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也是
早期校友。

1951年9月，刘绍棠踏入向往已久的潞河中

学。他不搞特殊，以普通中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
踏实学习，品学兼优。他还热心社会工作，先后担
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日报社长等，高二时加
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展
现，连续发表了《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
作品，为他赢得了全国性声誉。他高一发表的小
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入高二的语文课
本。刘绍棠的文学才能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
1953年2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约他
谈话，他们之间建立了长达几十年的特殊友谊。

在潞河中学，刘绍棠还收获了爱情。他认
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彩美，两人一见钟情并
相守终生。

潞河中学在通州新华南路南段路西，果园
环岛西北。我去时，正值学校放假，门卫不让
进。正在交涉时，一位老师模样的中年人要进
校。我向他说明来意，他说，我跟门卫打个招

呼，跟我一起进来吧。
潞河中学校园非常美。在树木与草坪之间

是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小楼，既有 20世纪初欧美
学校建筑的特点，又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
老师说：“这些都是清末和民国初年建的，现已公
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我国少有的保存
完好的近代教会学校的建筑遗存。”“听说刘绍棠
在一座‘红楼’里上过课，红楼在哪儿？”我问。他
指着左前方一座漂亮楼房说：“那就是刘绍棠上
课的红楼。”我看着他指的楼房莫名其妙地问：“那
楼房不是灰色的吗？”他解释道：“这座楼原来称

‘谢氏楼’，是为纪念美国著名汉学家、教育学家
谢卫楼。他曾任潞河书院、协和书院校长多年。
解放后，这座楼一度改称‘红楼’，因为它的楼顶
是红色的。”我再细看，果然楼顶是红色的。再往
前走，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建的教学楼，但在
色彩和风格上都和老建筑十分协调。

1954年9月，18岁的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
文系。他是儒林村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进了中国
最高学府，全村的父老乡亲为他骄傲。当时大
学的院系调整已经完成，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
合并，北京大学搬入了西郊的燕大校园。未名
湖的湖光塔影、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老教授们的
渊博学识都让他着迷。但不久刘绍棠发现中文
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小说写作帮助不大，大
学的系统学习与他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路子。
他更渴望投入火热的生活，去写他熟悉的乡亲
们。经过冷静思考，他写了退学申请。

当时任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杨晦
教授两次把刘绍棠约到自己在燕东园的家中，
劝他不要退学。但刘绍棠去意已定，他在北大
学习了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

退学后，刘绍棠专心写作，很快出版了长篇

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1956年春，由康
濯和秦兆阳介绍，20岁的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家
协会，成为作协中最年轻的会员。

东总布胡同西段路北53号（旧门牌22号）是
一座大宅门，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院落成为中国作
家协会最早的会址。不少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张
天翼、邵荃麟等还曾在这里居住过，每个周末晚，
在这里举行作家联谊活动。没有什么限定的题
目，大家来这里随意地聊天、闲谈，谈自己的构想、
新作，谈协会的工作、打算，还即兴地表演小节
目。后来，来京的作家越来越多，1953年作家协
会又买下了斜对门的46号（老门牌60号）作为作
家协会的宿舍。作家们携家属子女陆续搬来，二
进院住着秦兆阳、艾芜、刘白羽，三进院住着赵树
理、萧乾、陈白尘，还有严文井、张天翼、张光年
……一连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光的名字汇

聚在这两个院落中，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潮流。
刘绍棠加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后成

为这两个院落的常客。他常去参加作协组织的
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周末的联谊活动。在
这里他还得到许多老作家的指点帮助。时任作
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作家沙汀、《人民文学》
副主编严文井多次找他谈话，指导他写作，帮助
他修改小说稿。作家孙犁、邵荃麟、冯雪峰等都
为刘绍棠的成长花费了许多心血。刘绍棠来这
里找得最多的是康濯，他当时任作协书记处书
记，不仅在22号办公，家也住在这里。刘绍棠每
写完一篇小说初稿，总是先拿给康濯看，康濯总
是不厌其烦地为他提出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
两人畅谈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时间晚了，刘绍棠
就在康濯家住宿。东总部胡同 22号、60号是少
年刘绍棠永远难忘的地方。

在北京大学的短暂学习

再次回到大运河畔

光明胡同中的刘绍棠故居

1957 年夏，刘绍棠在西城光明胡同买了
房。光明胡同很好找。从西四丁字路口进入西
安门大街，接近大街东口往南有一条较宽敞的
胡同就是光明胡同，胡同东临府右街。

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三合院，没有北房，南
房三间算是正房。中间明间是客厅，东间是卧
室，西间是书房。书房很小，只有十多平方米，
刘绍棠称其“蝈笼斋”。院中还有东西厢房、厨
房、堆房等，还有5棵枣树和5棵槐树。

直到 1979年他平反后才重回光明胡同，在
这里他又一次焕发青春，进入新的创作高潮。
1979 年完成三部长篇小说，1980 年至 1983 年
一口气完成27部中篇小说，1984年至1988年创

作7部长篇小说，成为新时期最高产的作家。
刘绍棠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不顾一

切地拼命写作，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88 年 8
月初，他突发中风住进了宣武医院，经过专家们
的紧张抢救和精心治疗，刘绍棠的命保住了，却
造成了左体偏瘫。伤病并没有让刘绍棠停下脚
步，他仍奋力写作，为创立乡土文学体系拼搏，
为培养青年作家呕心沥血……

1997年3月12日，刘绍棠因肝硬化、肝腹水
抢救无效病逝于宣武医院，年仅61岁。

刘绍棠的墓地在儒林村南的大运河畔。大
运河的涛声伴他安眠，他田园牧歌式的优美文
章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绚丽的一页。

陈溥

我国当代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被誉为“大运河之子”的
刘绍棠1936年2月诞生在通州，今年是他诞辰85周年。刘绍棠13岁就
以“神童作家”的美名登上文坛，备受文化界和读者的关爱。新时期以
来，刘绍棠再次焕发出青春活力，写出数百万字的乡土小说。刘绍棠一
生都生活在北京，北京见证了他的传奇人生。

: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海石

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
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
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更加需要我们从党史中汲取前行力量，
以行动献礼建党百年。谨记面对党旗立下的铮铮誓
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
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终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今天起，我们开设《初心》栏目，记录城市副中心各领
域优秀共产党员的感人故事，让我们从平凡中见证不平
凡，体悟那穿越百年的精神伟力，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
和奋斗姿态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开栏的话 本报记者 陈冬菊

在乔庄北街社区309号院，有三个颇具特色的“红色楼门”，
伟人楼门、英烈楼门和革命圣地楼门。在这三个楼门内，分别
展示了多幅“红色”画作，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烈士刘胡兰、革
命圣地遵义等，人物栩栩如生，景地如临其境。而这些画作都
是出自一人之手——社区老党员常富生。

常富生年轻时便喜欢绘画，退休后更将全部精力投入到
“绘画事业”，画伟人像便是他最感兴趣的。“没有老一辈的革命
家和英烈们的奉献、牺牲，哪来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他们的事
迹、他们身上的共产主义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现在的
年轻人和孩子们，更应铭记历史。”如今，常富生已经画了500余
幅伟人英雄像。

虽说绘画是个人爱好，但常富生一直坚持画这些伟人英雄
像，却也并非只出自于“喜好”，他还有更大的心愿——讲述伟人
英雄事迹，传递红色精神，展现一辈辈共产党人的风采。看过常
富生所画的伟人英雄像的人都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在他画作的
一侧，都会有些文字介绍，或是人物的基本情况，或是简单经历，
或是所说过的主要言论，就像是给画作注了一段“旁白”。

原来，在绘画之初，常富生就考虑到不光要让大家伙儿可
以欣赏绘画作品本身，还要让它能“讲故事”，（下转2版）

增设京哈高速立交节点工程已顺利完工增设京哈高速立交节点工程已顺利完工，，将实现高速公路与环球主题公园的便捷联通将实现高速公路与环球主题公园的便捷联通。。 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