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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千载运河，颂百年风华。6月26日，北运河廊坊段与北京段同步实现旅游通航，历史上南
粮北调的重要漕运通道华丽转身，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桥梁纽带。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距离最长、使用时间最久的运河，连接中国南北，2014年入
选《世界遗产名录》。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
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全长143公里的北运
河段是大运河的“龙头”，其中北运河廊坊段长21.7公里，13.3公里全部位于香河县境内，还有8.4
公里属冀京、冀津界河。香河段流域上接通州，下连武清，是贯穿京津冀大运河的重要节点，也
是北运河旅游通航的出京第一站。

廊坊段顺利通航的背后，是无数人为之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激情干事业，挑战“不可能”。香河县委、县政府全面提高政治站位，该县成立了县委书记任

指挥长的北运河旅游通航工程指挥部，明确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争分夺秒、高质高效推进各
项工作，将北运河旅游通航工程作为全县“一号工程”、头等大事。期间，迅速启动规划编制，同
步推进河道整治、清淤疏浚等工作，为北运河旅游通航打牢基础。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
的历史使命感，坚决扛起北运河旅游通航的主体责任，全力以赴保进度、保质量、保通航，如期实
现旅游通航目标。

河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北京市委、市
政府共同推动运河京冀段同步通航。2019
年11月，河北省政府部署北运河廊坊段旅游
通航规划编制工作。2020年 9月，廊坊市政
府印发通航规划。

以“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
化为宗旨，廊坊深入挖掘大运河历史文化，
先后启动实施了北运河生态综合整治、水质
提升、沿河绿化等系列工程，全力打造自然
景观优美、文化脉络清晰、人文风景独特的
运河文化旅游观光带。香河县与通州、武清
多次沟通对接，建立推动“通武廊”全线通航
的联合工作机制，对标京津，谋划实施了水
系治理、桥闸改建、景观提升、码头修建等多
项重点工程。

廊坊市委、市政府把做好北运河旅游通
航工作作为省委交派的政治任务、协调发
展的重大机遇，制定了《北运河廊坊段旅游
通航规划》和《北运河廊坊段旅游通航规划
实施方案》，成立了市委书记任组长的通航
工程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及时解决工程推
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3200 余名干部职工和通航建设者昼夜
奋战、分秒必争，高效推进各项工程交叉作
业和有序衔接。仅用时3个月征占流转土地
6800亩，用时 6个月完成橡胶坝改建，用时 5
个月完成 5 个码头建设，用时 4 个月完成船
闸建设，用时 3个月完成王家摆旧桥改造和
钢架桥建设，用时 3 个月完成 6 万余株乔灌
木、地被种植和滨河路、节点公园工程，用时
9天半完成安运桥拆除。半年时间，将北运
河廊坊段打造成为全省第一条内陆旅游通
航河流，建成全省第一座具备通航条件的船
闸和集旅游、海事、安全保障为一体的综合
性内河码头，开辟了国际领先、国内最为先

进的数字化旅游航道，并沿河打造了森林生
态文化区、运河历史文化区、田园农耕文化
区北中南三大景区板块和运河春色、河湾湿
地、半岛寻芳等十大缤纷节点，实现了与北
京同步旅游通航，跑出了通航加速度，树立
了通航新标杆！

香河县委、县政府更切实扛起北运河旅
游通航的主体责任，实施四套班子成员包联
制度，实行每日调度、台账管理、晾晒评比、
督察考核，与市级各专项工作组配套形成条
块结合、权责明晰、立体高效的组织架构，推
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香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牵头抓、负
总责，坚决当好“第一责任人”，多次带队进
京赴省到市，对接有关部门，争取工作支持；
四套班子分头抓、共担责，齐心协力抓落
实。他们明确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倒排
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
为确保工程建设进度，还采取了并联推进的
模式。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果断采取
封闭式、无交叉工作模式，实现了疫情防控
和工程推进“两不误”。

今年 3 月 11 日香河县以县、镇、村三级
干部大会的形式，召开了北运河旅游通航百
日攻坚誓师动员大会，发出了“大干一百天，
奋战保通航”的动员令，吹响了百日攻坚的

“冲锋号”，从工作专班、各包联单位到各项
目施工建设单位，主动自我加压，为项目建
设按下“快进键”，全县上下进入“冲刺”状
态：61个单位 1200余名机关干部主动请缨，
投身于旅游通航主战场；工作专班及相关部
门领导每天深入一线，实地察看工程进度，
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各包联单位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密切配合，积极解决项目建设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施工单位 24小时作业，三班
倒，人停机器不停……

旅游通航工程时间紧、任务重、手续繁，
为确保旅游通航目标，北运河廊坊段旅游通
航工程协调推进领导小组按照“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的原则，并联推进北运河旅游通
航工程建设。施工阶段，在各项工程现场，
都能看到马力全开、加班加点抢抓工程进度
的火热景象，春节期间也未停歇。

“关键时刻看作风，困难面前显担当”。
面对工程建设中遇到的各类难题，香河县
委、县政府和各级各部门积极作为，千方百
计破解资金、用地、手续等方面的制约和问
题。在姚止务中心码头建设中，供电部门的
一条备用高压线正穿过港池，香河县交通运
输局在供电等部门的支持下，为施工单位出
点子、想方法，通过调整施工方案确保了工
程顺利推进；在船闸、橡胶坝以及两岸景观
施工地带，有不少上世纪90年代铺设的传输
光缆、国防光缆、广电光缆等，香河县水务局
了解情况后及时向上级反映，党委、政府出

面协调，制定整改方案，在直接顶管施工难
度大的情况下，改变了原有光缆位置，绕开
施工地段，保障了项目顺利推进；3月初，王
家摆桥需要桥梁断交，周边群众平时跨河通
行主要靠王家摆桥和凤港减河桥边新修的
一条便道，王家摆桥一断交，凤港减河桥旁
便道的交通压力骤增，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
员连夜协调，对便道拓宽加固，确保群众出
行需求……

组织协调、现场勘查、对接讨论，随时发
生、随时跟进、随时解决，早成了香河县委、
县政府和香河县各级各部门的工作常态。
为抢抓春季造林的有利时机，加快运河景观
绿化工程，香河县将全部景观绿化工程划分
为13个标段，统一规划、一体推进，15名县级
领导干部分标段负责，同时每个标段还安排
了一个牵头部门和 3至 5个包联单位，香河
县 60多个单位 1000多名党员干部与施工单
位共同奋战，全力以赴加快工程进度。

“北运河最早开凿于东汉末年，是曹操为了
巩固对北方的统治，利用白河故道开凿而成。”千
百年来，香河人以北运河为依托生存繁衍。

北运河廊坊段沿河两岸绿树成荫，河面碧波
荡漾，却没了舟楫往来。而在古代，流经香河的

“龙头凤尾北运河”是入帝都的通衢要路、南粮北
调的重要漕运通道，香河因此被称为“首都之门
户、漕运之咽喉”。

贯通南北，大运河孕育了水利文化、漕运文
化、商事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运河的开通，便
利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不少文人墨客纷纷北上，
著名白话小说家、三言的作者冯梦龙，曾到香河
一游，写下了《刘小官雌雄兄弟》《滕大尹鬼断家
私》等名篇佳作。

千百年来，经过岁月洗礼的北运河香河段存
留下许多历史遗存和古老民俗，如大名鼎鼎的金
门闸遗址、曹家水务所遗址，以及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安头屯中幡等，它们无不诉说着香河曾
经的辉煌。在这里，可以寻访北运河部分历史河
道及遗产点，聆听流传至今的运河故事，畅想当
年白帆蔽日、船歌悠悠的盛景。

香河县有着千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幡，就始于大运河，兴于大运河。“中
幡”表演是民间花会的一种，融合了杂技、武术等

元素。其表演道具中幡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
筒、面、楼。9米多的筒是竹制的；6米多的幡面
是布制的；幡楼为罗圈型，上中下三层呈塔型。
据民间传说，中幡起源于隋唐时期。乾隆十六
年，乾隆乘龙船从江南回京，龙船一到，香河安头
屯中幡会被召御前表演，各种绝活被演员演得
出神入化。乾隆帝御笔亲题的中幡两面，一面
题字“龙翔凤舞”，一面是“人神共悦”。从此，
安头屯中幡会名声大振。一百年后，清代咸丰
皇帝也对安头屯中幡进行封赏。一种民间活
动两次受到皇帝赏赐，这在中国古代并不多
见。2008 年，安头屯镇中幡被列入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香河县也成为我国的
中幡文化之乡。为了把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香河县中小
学有教授中幡的课程，有效解决了非遗传承后
继乏人的问题。

民间艺人手中的中幡从香河的田间地头舞
到廊坊，舞进北京，登上了面向全国观众的大舞
台，让更多人领略运河文化之美。

此次通航，古韵中幡也来助阵，作为通航仪
式的开场表演精彩亮相。十余米高、十几公斤重
的中幡在表演队员的手掌、肩肘、脑门、下巴、项
背等处辗转腾挪，上下飞舞，引来阵阵喝彩。

伴随通航，香河县对如何开发利用运河沿
线的历史文化遗产体系，打造北运河航旅枢纽
和区域休闲旅游目的地，很是下了一番功夫。

“大运河已不是简单的一张名片，而是香河
文旅产业发展的龙头！”香河县文广旅局副局长
赵爱介绍，近年来香河县确立了“京畿首驿·如意
香河”的最新旅游形象定位，全力打造北运河文化
旅游带，推进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构建以北运
河为轴心、带动全县全域旅游发展的总体格局。

“京畿首驿”，即香河县为北运河通航旅游出
京第一站，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求，充分借势
北京，发展运河休闲旅游。“如意香河”，即通航旅
游应营造如意圆满、轻松闲适的休闲氛围。香河
县聘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相关规划，
确立了“通航引领、产业带动、文旅融合、全域发
展”的推进思路，搭建“一河贯通、分段定位、辐
射城乡”的整体空间架构，以此形成“一带、三
段、两翼、多核”的旅游通航发展格局。“一带”
即以运河旅游通航为核心的文化旅游发展带；

“三段”即北部森林风貌、中部休闲风情、南部
田园风光三个特色风景区段；“两翼”即运河旅
游辐射带动的东西两侧城乡旅游发展片区；

“多核”即以中心码头、王家摆、金门闸等为核
心的文旅项目。

结合“一带、三段、两翼、多核”的旅游通航发
展格局，香河县委、县政府会同有关部门确定了
三大核心任务，即保通航、塑风情、兴文旅。

保通航。形成“一闸坝、二桥梁、五码头”的
通航设施空间布局。一闸坝就是曹店橡胶坝改
造成可通船闸坝；二桥梁就是新建王家摆桥、安
运桥；五码头就是建设 1座中心码头及 4座旅游
码头。

塑风情。结合资源优势和旅游发展定位，着
力塑造三大特色风景区段。北段优生态，塑造

“大水厚绿、鸥鹭翔集”的森林风貌；中段兴文化，
塑造“十里烟柳、云帆霄鼓”的休闲风情；南段融
田园，塑造“带水绕田、沃野欢歌”的田园风光。

兴文旅。整合重构运河沿线的历史文化遗
产及其体系，建设“便捷可达、公交衔接”的旅游
交通支撑体系，构建“一闸两馆多点一环线”的历
史遗产保护展陈体系，形成假日休闲旅游的核心
产品体系，打造北运河航旅枢纽和区域休闲旅游
目的地，让游客尽享“水岸互动、昼夜兼修”的假
日休闲极致体验。

保通航是重中之重。王家摆桥、安运桥、橡

胶坝和船闸、码头和导助航配布……工程量巨
大，涉及方方面面，工作千头万绪。香河县党政
主要领导多次带队与国家部委、省市部门、规划
编制单位对接，与北京有关部门开展常态化沟通
协调，共同研究界河河道清淤、流量调节等事
项。协调省市相关部门，千方百计破解资金制
约，确定了“争取专项资金+县级财政+债券+社
会资本融资”的资金保障模式，采取“台账管理+
并联推进”的方式提速工程建设。

围绕塑风情和兴文旅，香河县委、县政府多
次与上下游的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沟通对接，加
快实现与北京、天津文旅资源深度互融，激发北
运河沿线区域发展活力。

“北运河旅游通航，把香河现有的文旅资源
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赵爱介绍，去年香河县
与通州区签订了《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提出全面整合两地文化旅游资源，加
强精品文旅项目深度合作，联合设计开发大运河
文化旅游资源和潮白河生态旅游精品线路等，深
入推进两地在文化和旅游领域高水平深层次全
方位的合作。

为进一步强化与周边文旅资源对接，香河县
又组织专家编制了《北运河文旅品牌线路策划
书》，推出了运河水上精品线路、香河主题精品线
路和京冀经典景点精品线路等近期旅游线路和
11条中远期旅游精品线路，立足香河域内现有的
旅游资源，初步确定了“皇家文化、影视文化、家
居文化、生态观光、休闲农业”等五大主题旅游产
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据守京畿重地，北运河故道再次荡漾逐梦波
光。在省、市指导下，香河县高标准编制了《北运
河廊坊段旅游通航规划》和《北运河廊坊段旅游
通航规划实施方案》。其中，以河为纲，构建面向
区域、引领全域的旅游休闲体系的发展目标引人
关注。根据规划，香河县将聚焦北京市民周末假
日旅游需求，建设环京休闲旅游目的地。围绕京
津周末和假日休闲旅游发展的定位，与北运河北
京、天津段错位发展，逐步丰富构建全时、全龄的
旅游产品体系。

北运河廊坊段的壮美画卷正日渐清晰：实现
旅游通航后，运河旅游发展的协同机制初步形
成，将重点面向京津冀游客群，打造香河全域旅
游发展高地和门户。再通过5至10年的发展，带
动香河全域旅游人数提升至1200万人次，年旅游
总收入提升至60亿元。

命令命令
担担当当

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全力以赴推进北运河旅游通航工程

勇于担当、攻坚克难，在通航建设中展现积极作为

千年大运河，孕育香河深厚的特色历史文化

坚持文旅融合、产业带动，精心规划做好顶层设计

河北日报记河北日报记者者 孙占稳孙占稳 解丽达解丽达

香河县攻坚克难全香河县攻坚克难全力力以赴推进北运河以赴推进北运河
旅游通航工作纪旅游通航工作纪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