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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维静
通航解密

随着一声汽笛响起，京杭大运河漕运码头，两艘游船满载游客，缓缓离开码头，顺水而下，穿桥涵、过码头、走船闸……时隔千年，古老的北运河上再次
扬帆迎客。

6月26日，大运河北京段全线旅游通航，与此同时，北运河廊坊段同步实现通航。明年，京冀运河有望实现互联互通，两地游客泛舟游船将成为现实。
这是北京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生动实践。

从古时漕运文化的辉煌，到后来断航、污染、废弃，再到今天的大运河北京段全线旅游通航。这条古老的运河，承载着两岸居民的回忆和期盼，再度迎
来水清岸美，生机焕发。

智慧
通航

14分钟内全自动过闸 综控大脑连接智能“神经”

生态
航运 疏浚扩挖北运河“长胖”人工涌浪水质可自净

通航，通的是什么？关键就是船闸。40公里通航河
段之所以能顺利行船，调节河道高差的船闸是核心节点。

2019年10月，京杭大运河通州城市段北关至甘棠间
11.4公里河道率先实现旅游通航。今年 6月 26日，杨洼
闸以上北运河通州段 40公里，也顺利迎来全线试通航。
这 40公里内共包括三座船闸工程：甘棠闸、榆林庄闸和
杨洼闸。其中，甘棠闸、榆林庄闸此次完工投用，与河北
交界的杨洼闸尚在工程前期阶段，预计年内开工。

船行水上，景色开阔、平稳安全，很快行至甘棠闸
前。记者乘船过闸是从北方上游而来，水位较高。当游
船驶向下游即将接近北闸门时，语音播报自动响起：“闸
门即将开启，请注意安全。”进入船闸时，几乎感觉不到明
显的转弯操作。游船转了个身，稳稳入闸，长方形的闸室
内通过水位调解，船只很快下降1米，顺利出闸前行。记
者掐表计算，过闸全程只用了14分钟。北京金河水务建
设集团甘棠船闸建设现场负责人宋国雨介绍，为更便于船
舶入闸，施工时开挖了700米河道，将闸门前河道转角从
90度改为50度。现在游船经过拐角处，游客几乎感觉不
到转弯带来的不适，能轻松欣赏沿岸景色。

细数起来，通航段几座新船闸的科技魅力还有很
多。新建的甘棠、榆林庄两座船闸都是单级双线船闸，是
北京目前为止最大的船闸。这样的“大块头”，是如何快
速过船的呢？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船闸设计负责
人巩媚一一揭秘。

据介绍，北运河甘棠段和榆林庄段的上下游分别存
在 1.9米和 2.9米的水位差。新建船闸就像连通器，通过
闸室的输水廊道让船只平稳渡过落差水面。船过闸时，
由高到低，可通过输水廊道降低水位，当与下游水位齐
平，便可开闸放船。

原理不复杂，但操作起来难题不少。巩媚介绍，在水
资源相对匮乏的北方，船闸很少见，其实早在2000年初，北
京曾尝试修建过一批船闸，但最后都没运行下来，原因就是
当时输水方式为传统的一根管，水位齐平得40分钟，人在闸
内等待时间太长。而如今两座新船闸创新技术，采用长廊
道分散式输水方式缩短过闸时间。分散式输水，输水孔

多，整个过闸时间控制在14分钟以内。
而且，当船舶临近闸门时，船闸还能开启全程自动化

的“芝麻开门”：提前提示闸室注水，开闸入船、闸室排水，
水位线一致后，再开闸放船，一气呵成。整个过程仅十几
分钟，游客还没什么感觉，就已经完成高低通行。

北京市水务工程建设与管理事务中心船闸项目负责
人高宁指着位于船闸一侧的灰色平房介绍，船闸的高自
动化，都靠这里的“大脑”发布中枢指令。

他介绍，在设计之初，船闸引入航空港概念，集控室
是塔台，过闸船舶则如同进出机场的航班，过往船舶的调
度、识别、验证、引导、指挥和过闸通行，都实现智慧化管
理，快速舒适。

过闸智慧引导系统利用多线激光雷达检测、视频识
别技术、引导灯带及数字化靠泊指示标牌装置等，在船舶
进近、待闸、进闸、出闸的全过程，对船舶位置和速度实时
检测，自动识别并匹配调度信息，自动完成闸室泊位分配，
灯光引导指示辅助过闸等，实现智慧化过闸及全程“无人
船闸”模式。

综控“大脑”连接的智能“神经”还有很多。在榆林庄
船闸运行指挥调度中心，一面全景画界正实时显示上下
游引航道及闸室船舶过闸的全过程，工作人员鼠标轻点，
就能对航道状况、航标偏移、航标灯明暗状态等一目了
然。这要归功于智能航标系统的遥控遥测技术。

目前，北运河通州段40公里航道内已布设200余个航
标，其中试用的新型太阳能一体化航标灯，灯光视距达传统
航标灯两倍以上，更小更轻更绿色，也更加“聪明”智能。

“遥测监控系统好比航标管理的‘千里眼’。它以特
定的标志、灯光、音响或无线电信号等，供船舶确定船位、
航向，避离危险。”船闸管理人员介绍。

这些技术都是智能化航道系统的组成内容。高宁介
绍，在运河通州段的航道上，已实现运调全流程智能化、
船闸运行全过程自动化、运控数据一体化、过闸服务现代
化，其中闸门还设计有监控系统、视频广播系统和过闸引
导系统，采用先进的激光点云探测技术和智能灯光引导
技术，实现旅游船只全自动快速过闸。

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北段的统称，主要流经北京通
州、河北香河、天津武清，全长148公里。千百年来，这条
河是南粮北调的重要通道，曾见证了历史上万舟骈集、
千帆竞发的漕运盛景。

水面开阔自然，岸坡郁郁葱葱，滨水绿道像丝带般
舒展开。施工第四标段项目负责人颜硕给记者揭开了
几个运河生态景观的小秘密。

北运河综合治理工程2018年底启动，今年5月底主
体完工，期间对主河槽疏浚扩挖。这不仅满足行洪要
求，同时也满足航道参数，如水深、转弯半径、宽度等要
求。而且，因为河道扩挖，其实北运河还略略“长胖”了
一些，河道有所变宽。据了解，北运河综合治理工程对
甘棠闸至市界段28.7公里主河槽进行疏挖，河道河底宽
度从以前的 40米至 60米，拓宽到 140米至 180米，并加
高堤防，建设避险平台、滨水护河通道及堤顶绿道等，美
化沿岸环境的同时，提高河道防洪排涝标准。

这当中还制造出两处有趣的“彩蛋”——河弯南、北
两岸慢慢“冒”出了两座“高山”，“它们就是疏浚河道产生
的700多万方弃土。如今变废为景，成为大运河岸边的景
观山坡。未来，这里更将成为通州最高景观山。”颜硕说。

如果说堆土造山是神来之笔，那运河两岸绵延舒展
的岸线绿景，则是一幅精心绘制的中国山水画。

26日通航首日，天空多云，远远的岸线犹如宣纸上
晕染开的水墨起伏。游船驶过，南北两岸凸出的高山已
成为山水背景，船在画中游，画由景中生，让游客体会从
城市到郊野的风景变化。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北运河综合治理景观
绿化负责人林晨介绍，目前运河两岸正种绿植，接下来
将筑山造景，将主要山形放在北运河的水湾处，于河道
南北两岸建山，形成“一条水带穿两峰”的格局。其中，
北岸为主山高37米，次山在南岸高30米，两山与北运河
蜿蜒呼应，营造山林清流的氛围。

林晨介绍，未来运河沿岸的景观结构为“1轴 2带 2
山13节点”，即北运河水生态蓝轴、左右堤路景观带以及
两座山地公园，并将打造 13处避险平台和堤路小平台，
体现地域文化，建设生态绿堤公园。

这也契合北运河“一河串联”的发展战略。未来，通

航段将开展高品质河道治理，提升水环境质量，构建蓝
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形成从运河到
城市“一岸、一堤、一界”的三重空间层次。其中，就将通
过微地形塑造结合防洪堤规划，营造活力生态堤岸“斑
块”。同时，梳理整合桥梁功能布局，营造望桥、观桥、趣
桥、行桥、觅桥，以12座码头为主的观桥空间。

当然，运河顺利通航，更离不开水生态环境的持续
向好。北运河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航工程也是北
运河通州段综合治理工程的一部分，整个工程预计于
2022 年完工。未来，该段将形成能自我修复的生态环
境，河道水质有效净化，逐步形成排洪通畅、岸线自然、
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河流生态系统。

作为九河末梢，近年来，通过水生态重构、水质监测
等措施，北运河逐渐从一条排水河变成生态河，为通州
段全线旅游通航奠定基础。北运河管理处水生态科科
长杨子超说，作为起源于北京且唯一常年有水的河，水
务部门通过细水急流、人工涌浪、闸门轮调等生态调度，
不断改善北运河的水生态环境。

杨子超说，北运河过去一直是城市防洪排涝河道，
常年了无生机，水务部门利用五河交汇处的槽蓄能力实
施“人工涌浪”，“潮汐式”置换水体，营造复杂生境，水体
生态及自净能力持续恢复和改善。

其中，在水流较少的河段还设置增氧涌浪机，增
加河水溶氧量，通过机器特殊的叶片作用让水体“涌
浪”，产生的旋流使水体的上下水温、溶氧等趋于平
衡，并对河道污泥微生物降解除臭，增强河水自净能
力，长效治水。

同时，种植水生植物构建水下森林及生态护岸 6万
余平方米。如今，岸边有芦苇、菖蒲、鸢尾，河底则为菹
草、苦草等沉水植物，均可改变水质，让北运河的水“活”
起来。在五河交汇处还采用“细分子化超饱和氧气+超
强磁化”技术进行原位水体修复。2020年一年处理水量
约 670万立方米，通过水体增氧助力改善北运河干流水
质，促进河道生境恢复。

截至目前，北运河河道里已有11种鱼类。对环境挑
剔的水鸟近几年也不断增多，已出现30多种。这都意味
着水生态基本能够达到自我调整。

文化
传承 运河符号无处不在 大运河景区将开“千帆船市”

流淌千年，曾经古桥纵横、河埠林立、古
屋比邻、商铺连绵的运河，不仅存留下来显性
的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中国大运河流波承
载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北运河 40公里
旅游通航，不是一段简单的距离，不是一个
单纯的数字，它所代表的是运河文化的传承。

对于游客来说，运河符号随处可见。乘
船入闸的这 14 分钟并不枯燥，闸门两侧有
根据《潞河督运图》创作的浮雕，仿佛触摸古
运河图景。船闸北侧还立起 3 座钢制桅
杆。在船闸顶部观景平台，栏杆上设计的

“甘棠鱼跃”四个艺术字更成了摄影爱好者
的“打卡”胜地。在这里可俯瞰大运河，看鱼
儿在清澈河水中游来游去。

位于下游的榆林庄船闸也在上下闸首
及闸室内立面上镶嵌浮雕壁画，展现昔日大
运河上繁忙的漕运景象。船闸中的景观岛
上还打造了三座浅黄色船帆，让人眼前一
亮。“我们溯源漕运历史和运河文化，特别设
计了这三座船帆造型雕塑，一方面重现北运
河昔日的繁茂景象，另一方面也成为船闸地
标，游客一看到这三座船帆就知道船闸到
了。”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北运河项
目景观负责人周正介绍，三帆雕塑是参考京
杭大运河游船 1∶1 仿真模型设计的景观标
志物。同时，引航旗阵也是选取史料上关于
运河旗帜的图案和样式，希望通过这些文化
元素，能够让游客感受古时京杭大运河人丁
兴旺、商贾繁茂的历史盛景。

运河的文化符号，孕育出丰富的非遗资
源，闪耀在人们当下的文化生活里。如今，
文物腾退、文保修复、文化设施、生态建设以

及历史风貌恢复等工作全力推进，北京正努
力走出一条特色的传承弘扬运河文化之路。

2017年，北京成立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
设领导小组。在此基础上，包含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组在内的8个专项工作组成立。重点
文物腾退、文物保护修缮、重大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历史风貌恢复等工作扎实推进。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通州区形成了
“一线四区多点”的文物保护格局，即以保护
大运河为主线，打造通州古城、张家湾古城、
漷县古城、路县故城遗址“四大片区”，挖掘
多点遗存，彰显运河文化底蕴。

“‘万舟骈集’是‘通州八景’之一。漕运
繁盛时，从南方来的运粮船浩浩荡荡聚集在
运河北端，这浩大场景只有在通州才会出
现。”通州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大运
河 5A级景区创建中，拟通过“千帆船市”项
目，再现“万舟骈集”。

所谓“千帆船市”，就是在运河畔停泊若
干艘体现运河沿线城市风情特色的船只，每
一艘船就是一座运河沿线城市的缩影，各有
各的特色造型。船上将售卖当地的土特产
品、工艺品、美食等。甚至还有代表当地文
化特色的演出。游客每登上一艘船，就能体
验一座运河沿线城市的文化风情。

这座富有运河特色的水上集市初步计
划在运河 1 号码头建设。其他富有特色的
文化旅游项目还包括水马驿水资源保护和
利用中心、古船博物馆、非遗传习所、运河冰
河世界、国际水上休闲运动中心等。目前，
部分项目已经开始研讨具体的落地方案和
合作模式。

区域
协同 明年6月 京冀运河将实现互联互通

26日，北运河北京段 40公里旅游通航。
与此同时，北运河廊坊段同步旅游通航。明
年6月，京冀运河将实现互联互通。

“改容换面”绝非仅局限于大运河通州
段，西集镇杨洼村是北运河京冀分界点，这里
正在规划与河北相连的新船闸。河北廊坊、
天津武清两地都在积极为通航做准备。未
来，北运河通航航线将继续向下游延伸，接连
进入河北省、天津市境内。游人从通州上船，
便可抵达河北香河、天津武清。目前，京津冀
三地已签署框架协议，力争实现北运河京津
冀段旅游性通航。

河北境内的大运河全长 530 多公里，这
530多公里，又分为四大河段——北运河、南
运河、卫运河、卫河，以及永济渠故道遗址。
天津海河三岔河口，是南运河、北运河分界点
——向北到北京通州叫北运河，向南到山东
德州，叫南运河。

北运河全长约 120公里左右，有 20多公
里流经廊坊。古称沽水、潞水，清雍正年间称
北运河，因皇帝出巡多次途经此河，又被百姓
称为御河。北运河最初是运粮河，是古代南
粮北调的重要漕运通道。

然而，古时漕运文化的辉煌，后来却面临
断航、污染、废弃的窘境。如今，在北运河京
冀分界点杨洼闸大桥上，常能看到白鹭翩然
飞过的优美身影。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
后，随着上游用水量增加和工农业、生活废污
水的大量排入，干旱、断流、生态环境恶化成
为北运河流域主要问题。“期盼着北运河能

‘活’过来”。在运河边生活了70多年的廊坊
香河高庄村民高永义用朴素的语言表达着他
和乡亲们共同的愿望。如今，从臭水沟到景
观带，河中鱼虾畅游，两岸游人如织，高老爷
子的愿望正在成真。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益
于京津冀三地的联手共治。

近年来，北京、廊坊、天津三地打破行政
区界，以流域为单元，共同推动大运河综合治
理开展。其中，三地不但从治理水质、清理河
道、恢复生态着手，在保证防洪的前提下，还对
堤、林、路全面提升，让北运河重新焕发生机。

通州水环境建设中，备受关注的北运河
（通州段）综合治理等工程全面开工。在研究
运河历史文化、保护文物古迹的基础上，将绿
带、水系、交通、休闲观光等多功能多要素融
合，打造出水清、岸绿，风光宜人的河道。

天津则是将北运河（天津段）建成了一条
集防洪、调水、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生态河道。

廊坊在北运河河道整治中实施了姚止务
险工和曹店跌水橡胶坝修复工程，清理河道
树障、垃圾和规范河岸线非法采砂取土行
为。同时，实施小友垡排干渠综合整治工程，
采取截污、清淤、曝气复氧等工艺修复水体生
态，确保排入北运河的水水质达到V类标准。

大运河保护还在不断扩容。目前，河北
省已构建起大运河“1+6+1”省级规划体系，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已进入全面实
施阶段。据统计，大运河河北段沿线，有重要
价值的运河本体遗存遗址30处，南运河沧州
—衡水—德州段、谢家坝和华家口夯土险工

“两点一段”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另外，根据《2021 年“通武廊”气象协同

发展工作计划》，三地气象部门也将沿运河流
经区域合理布局、建设、升级生态气象观测
站，合力推进区域生态气象保障服务技术研
发，进一步助力整修堤岸、治理河道、改善水
体，为北运河京津冀段旅游通航提供气象保
障。未来，通州区还计划在北运河岸布设具
备气象监测功能的智能灯杆，廊坊、武清两地
也正有针对性地织密气象观测站网，三地气
象联防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悠悠大运河，茫茫千古事。”如何把大运
河这条历史悠久的生态带、文化带、交通带和
经济带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北京城市副中
心已明确了四个阶段的中长期目标：到 2022
年，基本建成城市副中心的“黄金水道”和“城
市名片”；到 2025 年，再现大运河北首盛景；
到 2035 年，引领京津冀，进一步发挥示范带
动和战略支撑作用；到 2050 年，成为中国文
化与世界文明交流的重要承载地。

千年古运河，风华今朝再现，锦绣未来
可期。

66月月2626日日，，大运河北京段全线旅游通航大运河北京段全线旅游通航，，游客们乘船饱览运河旖旎风光游客们乘船饱览运河旖旎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