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4公里河道88个弯 保留原生古河道形态

据了解，大运河河北段包含北运河、南运河、卫运河、
卫河及永济渠遗址，以及白洋淀与大运河连通部分。
河道总长约530余公里，流经河北省廊坊、沧州、衡水、邢
台、邯郸及雄安新区等五市一区的21个县（区、市）。

大运河河北段沿线河道、减河、分洪设施、险工、水
闸、桥涵、码头及沉船遗址等遗产丰富，有重要价值的运河
本体遗存遗址30处。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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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东光县连镇谢家坝和衡水市景县华家口夯土险
工是“糯米砂浆”古法铸造运河大坝技术的典型代表。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党组成员贾乐堂说，大运
河河北段人为损毁较少，堤防体系相对完整，保持了
漕运时期河道的规模与形态。其中，沧州至衡水段
河道尤为突出，从东光连镇谢家坝到四女寺枢纽全
长 94公里的河道内就有 88个弯，沿线“河、滩、堤、
林、田、草”蓝绿交织，至今保留着原生古河道形态。

构建博物馆展示体系

河北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介绍，还将建立健
全分级分类保护名录和档案，持续推进考古工作，
分期分类分批实施保护工程，建立安全长效管护
机制，全面提升保护、管理、监测的整体水平。同
时，严格管控周边历史风貌，切实维护遗产的真实

性、风貌的完整性和文化的延续性。构建综合博
物馆+专题博物馆+展示馆（或陈列馆）的博物馆展
示体系。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多层次文化遗产
现场展示体系，阐释运河文化对两岸经济社会生
活的作用。

2025年适宜河段旅游通航

据介绍，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已建成包括
《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等在
内的“1+6+1”的省级规划体系。

按照规划，到 2025年，河北省各类文化遗产保
护实现全覆盖，大运河河道水系正常年份全线有
水，河道生态水量得到基本保障，河道水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适宜河段实现旅游通航。同时，绿化生
态廊道建成，建成一批代表运河特色文化的旅游示

范项目，形成河北省大运河文化旅游统一品牌。
“到2025年，生态空间布局基本形成，绿色生态廊道

全面建成，违法违规项目有效控制，水生态环境质量明
显改善，劣Ⅴ类水体基本消除。”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总工
程师赵根喜说。到2035年，河北段大运河文化遗产实
现科学保护、活态传承、合理利用。河北省大运河文化带
作为文化生态发展走廊全面建成，与大运河沿线各省（市）
共同打造形成世界知名“千年运河”文化旅游品牌。

京杭大运河南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
北京），途经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
北京两市。如何引领大运河全流域交流合作？折
子工程中也明确，今年通州区将加强与天津、河北
关于北运河历史文化交流，举办通武廊文化交流

季等特色活动，加强京津冀的横向联系，不断扩大
运河文化的影响力；办好“京杭对话”、文创大赛等
全流域品牌文化活动，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创新
合作模式，共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历
史文化资源。

引领大运河全流域交流合作

打造通州新标志性景观

在提升旅游休闲功能方面，作为折子工程
重点项目之一的北运河通州段 40 公里河道已
在 6 月 26 日实现全线旅游通航。接下来，今年
还将整合“三庙一塔”景区、运河公园、大运河
森林公园等运河沿岸文化旅游资源，积极推进
一级游客中心选址、文旅平台组建对接等重点
任务，以 5A 级景区标准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拓展体验性、互动性的特色文化
增值服务。

同时，通过大运河 5A 级景区、城市绿心、环
球主题公园、路县故城、通州古城、张家湾古
镇等项目的推进，持续打造通州新标志性景
观。加大对通州区大运河名人、名家、风物、
名言和各类人文景观的宣传推介力度，积极
引入大运河特色主题酒店、餐饮、民宿、娱乐
等配套项目，打造大运河旅游精品，引导和推
动大运河旅游向国际化、品牌化、高品质方向
发展。

“三大建筑”年底前完成幕墙工程

在文化项目建设方面，今年将推动大运河
博物馆（首博东馆）、城市副中心图书馆、剧院
建设，力争年底前完成幕墙工程。编制宋庄艺
术创意小镇规划设计及艺术产业发展规划，以
建设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为平台，落地艺术银
行等。

同时，张家湾设计小镇将推进北京国际设计

周主题园区建设，办好北京国际设计周，打造城
市副中心东南部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的国际高
地。完成台湖演艺小镇国土空间规划和交通体
系专项规划，推进京城重工、图书城等改造提
升，组建艺委会和运营平台，办好（台湖）影偶艺
术周、台湖演艺艺术周、台湖星期音乐会等文化
活动。

完善绿道系统建设增加亲水步道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最大的民生福祉。
在大运河沿线环境治理方面，今年将加快实
施 通 惠 河（通 州 段）水 环 境 综 合 治 理 二 期 工
程、加快实施萧太后河景观提升及生态修复
工程，完成一期工作任务，增加河道亲水性。
同时，把观水、近水的滨水休闲空间作为河道
规划设计的重要内容，整体设计好运河天际
线，结合运河沿线文化古迹和历史典故，注入

运河文化元素，构建“河城一体”的大运河文
化带整体风貌。

今年，还将加快通州堰建设，推进温潮减河前
期工作、推进北运河（通州段）综合治理工程，开展
河道扩宽加固等工程施工，逐步实现北运河（通州
段）防洪达标。完善大运河绿道系统建设，增加亲
水步道，以大运河绿道串连绿色生态空间、历史文
化遗迹、公共文化展示场所。

保持河道生态原貌 不使用生硬材质

在目前已开工的萧太后河通州段景观提升及生
态修复一期工程现场，记者看到，新修的河道宽敞整
齐，挖掘机正在下游段开挖清理河道沿岸，工人们对
河道内树木进行砌石护岸。据区水务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在河道生态修复过程中为保持河道生态原貌，
不使用生硬材质，不改变河道走向，尽量保留河道树
木、水生植物等生态资源，通过水生动植物吸附、分

解、净化河道的内源污染，恢复河道自净能力。
据介绍，萧太后河是北京地区最早的人工运

河。此次通州段景观提升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工
程，西起通州、朝阳交界，东至京哈高速公路，全长
3.2公里。工程主要包含河道范围内的交通系统、
展示萧太后河自然风光和体现生态休闲功能的景
观广场节点、绿化种植、灌溉系统、照明系统等。

从“流淌的遗产”中挖掘活的历史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是世界上里
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
河之一。对于如何从流淌着的遗产中挖掘活的
历史，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答案：“要古为今用，
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

所以，在文化内涵挖掘与数字展示方面，今
年通州区将通过举办中国（北京）国际运河文化
节，促进大运河文化传播，提升大运河文化影响
力；充分利用 3D 影像科技、VR 虚拟展示、场景
模拟展示、多面体互动展示等手段，讲好运河故
事；依托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组织做好古镇古村
历史文化等课题研究，充分挖掘平津战役指挥

部旧址、平家疃村等红色文化资源，做好展示传
承和内涵研究；完善通州区大运河文化带非遗
目录，将雕漆制作、风车制作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纳入文化街区、博物馆等展示内容。

同时，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
基地，支持传承人及项目保护单位在秉持传统的基
础上不断发展创新，促进非遗活态传承；围绕大运
河主题，策划开展文创大赛、文化高峰论坛、艺术周
等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深度挖掘通州本土特色，创
作一批反映大运河历史文化，推进“漕运三部曲”：

《漕运码头》《漕运古镇》《漕运船帮》等一批体现时
代精神和城市副中心特色的精品力作出版发行。

记者梳理40项具体任务发现，在文化保护传承
方面，今年通州区将完成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先行
启动区一期园林绿化工程，推进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
示工程建设，开展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二期建设前
期工作。加快编制张家湾古镇保护开发专项规划。

同时，依托大运河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工作，
以“三庙一塔”景区为核心点，开发建设蕴含运河文化
特色项目，通过科技展示、互动体验、视觉包装等手
段，打造运河文化集中展示区；研究实施标志性运河
历史文化建筑恢复计划，推动瓮城遗址广场建设。

加快推进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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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通州区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建设）2021年折子工程中，
涉及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内涵挖掘与数字展示、沿线环境治理、文化项目建设、提升旅游
休闲功能、引领大运河全流域交流合作、加强组织政策保障等 7大方面、40项任务。

城市副中心发布今年大运河文化带建设40项任务

西青区委副书记、区长白凤祥介绍，杨柳青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位于千年古镇杨柳青，规划占地面
积2800余亩，分为历史名镇、元宝岛、文化学镇等三
个板块，总投资52亿元。公园建成后，将成为来津旅
游主要目的地和天津文化网红打卡地，预计每年将
吸引游客300万人次，实现各类收入30亿元以上。

目前，已编制完成了运河文化公园（元宝岛）项
目建议书，现正抓紧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考古挖
掘推进方面则完成了元宝岛地块考古挖掘工作，正
在进行文化学镇板块考古挖掘和文物保护评估审
批工作。

设计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首先要充

分了解大运河天津段。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黄
晶涛介绍，天津大运河的特质是大运河北方唯一的
河海联运枢纽，联系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枢纽，
也是“双卫拱京畿”区域格局的水运枢纽。先有大
运河，后有天津卫，拱京畿，连江南，通西域，达东
海，坐拥首都空间地理格局的“津”角之势。

杨柳青年画就是基于运河而出现的民间艺术，
是运河文化的精神展现。杨柳青代表了中国古代
国家治理和中国北方古代乡村发展的特质。未来，
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整体风貌以突显明清
天津运河的古风古韵为总基调，彰显中华魂、明清
风、天津味、年画神、运河韵。

京津冀三地出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任务书京津冀三地出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任务书
本报记者 李如意 刘薇

日前，通州区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2021年折子工程正式发布。这两天，作为40项具体任务
之一的萧太后河通州段景观提升及生态修复一期工程正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3.2公里河底完成清淤、3250米灌溉管线
铺设完毕、种植乔木2633棵、建设生态护岸1690米……记者
昨天了解到，作为今年城市副中心“蓝绿交织”生态图景的
重要组成部分，该段预计年底前全部完工。届时，萧太后河

通州段将变身成为大运河沿线一道历史文化与现代景观交
织的城市绿廊。

其实，6 月 26 日，北运河通州段全线旅游通航就已经
完成了折子工程 40 项重点任务中的关键一项。当天，北
运河廊坊段也同时通航。推进北京段和廊坊段大运河
游船通航，既是大运河文化带的保护传承利用的重要内
容，也是建设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城市副中心

的重要支撑，更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战略项
目叠加的背景下，通过大运河文旅建设，将更加丰富京
津冀段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新理念,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

为此，京津冀三地日前均再次出台相关文化带建设保
护相关规划和措施，协同开展大运河文化带区域建设。

天津 将建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日前，天津市举行打造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新闻发布会。该公园规划占地
面积2800余亩，分为历史名镇、元宝岛、文化学镇三个板块，总投资52亿元。建成后将
成为展现大运河历史风貌、呈现时代风采、彰显津沽文化价值的国家级标志性工程。

摸清大运河文物“家底”

天津市发改委副主任梁军介绍，目前已摸清大
运河文化相关文物“家底”，建立了保护传承利用清
单。通过细致排查，天津大运河沿线共有实物遗存
29处，文物保护单位55处。在完善“有保护范围、有
保护标志、有记录档案、有保管机构”的基础上，天津
市将在大运河沿线竖立近30块石质基座“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标志、两座“世界文化遗产”标识、100
处遗产区界桩和57处缓冲区界桩，全面系统搜集梳
理大运河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建立档案资料库。

天津市文物局局长徐恒秋表示，天津将进一步

实施文物古迹修缮工作。对九宣闸、北洋大学堂旧
址、天津广东会馆等一批大运河沿线文物保护单位
进行有效保养和修护。同时，在大运河沿线开展静
海区张官屯窑址、北辰区张湾沉船等重要考古调查
勘探发掘。其中，张官屯窑址被市政府公布为第五
批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强化文物安全制度，推动文物安全纳入
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建立文物保护志愿者队
伍，落实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巡查制度，确保文物
古迹安全。

将建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河北

日前日前，，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体介绍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体
系有关情况系有关情况。。目前目前，，河北大运河已构建起河北大运河已构建起““11++66++11””省级规划体系省级规划体系。。规划提出规划提出，，到到 20252025年各类年各类
文化遗产保护实现全覆盖文化遗产保护实现全覆盖，，大运河河道水系正常年份全线有水大运河河道水系正常年份全线有水，，河道生态水量得到基本保障河道生态水量得到基本保障，，
河道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河道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适宜河段实现旅游通航适宜河段实现旅游通航。。

“香河外滩”成网红打卡地

北运河最早开凿于东汉末年，千百年来，河北
省廊坊市香河县以北运河为依托生存繁衍。北运
河香河段上连北京通州，下接天津武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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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缓流淌的北运河孕育
了香河的一方水土，衍生了当地独具特色的地域文
化，而若干条历史文化带交叉聚集在一起，也使香
河成为了京津冀运河文化中一道独特风景。

廊坊段通航后，又适逢周末，来大运河打卡的游
客大幅增加，两岸美景让游客流连忘返。记者来到
位于北运河安运桥西岸的运河文化公园，行走在滨

河步道上，碧波荡漾的北运河在身边流淌；站在中式
景观亭内，运河两岸茂密的林带一望无际。园内融
入了古淑阳八景石刻壁画、文化墙和香河历史名人
雕塑、民俗文化雕塑等文化元素，更彰显出千年古运
河的深厚底蕴。如今，这里已成为香河群众喜爱的
旅游“打卡点”，被形象地称为“香河外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
授王晖表示，结合运河通航，香河县打造了中心码
头、运河文化公园、景观大道、王家摆大桥，这些为
当地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同
时，结合运河水乡的特点，香河未来也可成为京郊
休闲旅游的目的地。

2025年大运河河北段文化遗产保护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