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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乃至全国的地形地势大致都
为“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历史上，通
州地面自北而来的几条河流总体流向
也不例外，最终的走向为“依势”东南。
惟潮白河在苏庄（入通州境前）处突然
向西“勺”出“牛鞅子弯”，从流域村落海
拔高度看，似出现了水往高处（西南）流
的现象，不知当初是自然形成还是古人
为漕运接通北运河使然。但大自然的
规律是难以抗拒的，“民国二十八年涨
大水”使“向西拐流”的潮白河再次冲破
了人为的“百般阻挠”，义无反顾地与漒
漒河“白头偕老”去了，反“将正河淤塞
变窄，因势利导不可复旧”了。

于是，便出现了现在通州人们所见
到的“潮白河”。

回顾历史，这看似是一条“鸠占鹊
巢、喧宾夺主”的河流，其实也是历史的
回归。因为櫤杆河道本来就是潮河的前
身鲍邱水的故道。无论如何，漒漒河（櫤
杆河）因潮白河汇流后水势汹猛，河道渐
宽深，河面宽度渐达 350—500 米，最宽
水面达 800多米，河底均宽 200米，平均
深度2.5米，再也没有原来“细、直、长”的

“绅士”形象，“惠风和畅”“清流激湍”的
古风不再，名称亦随之消失，而改称潮白
河。潮白河原来向西“拐流”的故道也易
名“中坝河”，并常年干涸。“中坝河”一名
始于 1958年从怀柔水库引水修建的徐
辛庄水库。水库位于潮白河故道，时沿
河道筑一条3里地长的中坝将水库分为
南北二库。

1964年在平港排水沟的基础上，通
县政府组织开挖了潮白引水渠，拟将潮
白河（原漒漒河）引入中坝河（原潮白
河）灌溉农田。然而，自1971年以来，一
直干旱缺雨，密云水库库存不足，无需

泄洪，上游河道又段段截流，现顺义沮
沟以北至密云水库大坝间已设有 5闸 8
坝，含橡皮坝，使 1982年后沮沟橡皮坝
以下潮白河（原漒漒河）段断流至今。
建成于 1996 年 5 月的白庙橡胶坝也因
无水可拦而闲置。

2011年汛期雨水偏多，通燕高速路
以北 15公里的河道内形成多处积水沙
坑。显而易见，历史上水患频频的潮白
河似乎威力不再。

另外，现今也有很多60岁以上的通
州、顺义及三河的老人，依据 1964年作
家刘厚明先生曲剧改编的电影《箭杆河
边》所指，误认为 1939年被潮白河抢道
后剩余的顺义县沮沟、赵庄以北上游箭
（櫤）杆河道为箭（櫤）杆河全部，这就是
有所误解了。且看下面一段顺义史料：

“箭杆河发源于顺义县木林镇，流经
北小营、南彩、李遂三个镇，最后从李遂镇
沮沟村东南（赵庄村后西北角）汇入潮白
河。全长27.5公里。上世纪80年代断流
前盛产芦苇、鱼、虾、蟹等。（河岸）稻米成
为贡米，家家会编席，河道直、细，水流急
快。无公路、桥梁时坐大笸箩……”

此段文字的确是箭（櫤）杆河的“正
根儿”形象，我们亦可从字里行间体会
到古老的河貌、风情。其实如若再细细
探查，会发现，如今下游入海地段也仍
有遗留名唤“櫤杆河”的“残肢”。

抚今追昔，饱受了水灾之苦的漒漒
河（櫤杆河）两岸的人民给抢道而行的
潮白河冠以“逍遥流沙自在河”、“糠帮
沙底自在河”等俗名，大概既是对百年
前自然灾害的无奈，也是对那些不顾人
民死活的黑暗政府统治者的怨恨吧。

这，便是流转在通州区域潮白河的
前世今生。

——漫话流转通州区域潮白河的前世今生
张九江

上周，我们将通州河流演变史中有关潮白河、漒
漒河的起源和变化进行了简单梳理。那么，今天河
畔的本地人为何只知潮白河不知其前身为漒漒河
（櫤杆河）呢？这便是这次要说到的“民国二十八年
涨大水，潮白河破堤抢夺漒漒河道”的内容了。

逍遥流沙自在河（下）

大水过后潮白河改道汇合 河强 强

82年前潮白河暴涨引发洪涝

老年间（1949 年以前）通州地
面水患频发，由于北部有四条并流
南下的河流，一遇霪雨不停的年
景，各河水发，洪涝成灾，城乡往往
一片汪洋。“水深丈余，从通州北门
乘船可直达燕郊”的水灾情形常现
于通州旧志书的“大事记”中。

据史载，自元朝的至元九年
（1272年）到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
的354年中，通县地区就发生重大水
灾370次；从清朝顺治九年（1652年）
到 1945 年的 293 年间，发生涝灾 88
次。其中“墙倒屋没、田园尽淹”的
重灾22次。

其中，距今最近、最大、破坏力
最强，也是令河畔村老们刻骨铭心
的一场水灾，便是发生在 82年前的
1939年夏天，也就是俗称“民国二十
八年涨大水”的那次。

此前，笔者与潮白河边生活的
村老交流时得知，因为当时他们尚
都是约十岁大的孩子，且村庄一般
建在高处，对传言中的房倒屋塌倒
是没有记忆，但大水后“窗台儿上落
渍泥”、“佛爷龛上挂苲草”、“差一指
淹过十三行”、“齐胸（三四尺）深的
水可街流”确是亲眼所见。

其实，这些村老所说的只是他
（她）们童年时的记忆碎片，更全面
的灾情也不得而知。如今，当我们
打开那段历史时才发现，那一年的
水灾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据有关史料记录，1939 年的七
八两个月，包括潮白河在内的海河
九大支流同时涨了大水。这一年的
7月中旬 15、16两日，位于潮白河邻
近通州北境的顺义苏庄大闸的洪峰
流 量 猛 升 ，一 种 说 法 是 达 到 了
11000—14000 立方米/每秒，另一种
说法是达到 5980 立方米/每秒。十
天后的 7月 26日，潮白河暴涨，冲毁
了顺义苏庄大闸，洪水再次向东南
奔泻，夺了漒漒河道。因此，这一天
也成为如今通州人，包括上游顺义
苏庄以南的村庄，目击过的最严重
的一次水灾。

关于这一天及之后的水情，在
2003年 11月出版的《通县志》“大事
记”篇里记载如下：“1939 年 7 月 26
日始，连日大雨，运河溃决，东南各
村水深丈余，死伤无数”；“……8 月
18 日，大雨，河水泛滥，县东南一片
汪洋”。

那么，潮白河到底是如何抢了
漒漒河道，抢道后又发生了怎样的
灾难呢？且看下面的文字：

“潮白河，河广水深，为昔时漕
运要路。民国元年（1912 年）汛期，
在顺义县李遂决口，夺箭杆河南
下。民国二年（1913年）（复堵又自）
顺义县苏庄决口，水流入漒漒河而
潮白河干矣。民国三年（1914年）北
运河务局於苏庄修筑滚水坝，年余
始成。四年（1915 年）河水暴发，滚
水坝完全被冲，决口益大。五年

(1916 年)修筑大铁闸，三十空，上建
钢质大桥，长八十余丈。闸板长二
丈，高一丈六尺。升降以机（手摇），
平时闭闸，使水流尽入潮白河。水
涨则启闸，宣泄。费时五年，用款五
百万闸工始成，在大闸之西，潮（白）
河正流之上又安设小闸一座，计分
十空以为调整水量之用。又于苏庄
以西经盧各庄至平家疃掘一引河，
长十五里导入正流，因之，十八年之
久（民国十年至二十八年）颇庆安
澜。至二十八年（1939年）阴历六月
初十日，潮白河山洪暴发，苏庄大闸
被冲去十八空。水势完全入于漒漒
河而潮白河之本身终年常涸矣。”

“漒漒河，自顺义县入通县第十
二学区穿东西牛甫两村之间，南流
至诸葛店、夫人庄之间折而西南入
十三学区，沿枣林庄之西，白庙村之
东复南，沿广惠菴、田辛庄之西迤逦
南下至十一学区贾家疃，东南行入
香河县境。缘十二学区地势自诸葛
店以北形势渐高，且诸葛店西北向
有土闸一所，高约丈余，以防水患，
后因年久失修逐渐损坏。至清光绪
二十八年（1902 年）该闸全部冲毁，
河身坍闪无常。宣统二年（1910年）
坍至顺义县之赵庄以西。赵庄之西
北为苏庄相距甚近。潮（白）河由苏
庄东北逆折而西，其曲折处直向漒
漒河。民国二年（1913年）潮（白）河
暴涨，即由曲折处冲破堤埝，流入漒
漒河，虽经河务局数次修坝，堤坝始
终无效，是为潮白河夺漒漒河故道
之颠末，亦漒漒河两岸每年受灾之
主因也。民国五年（1916年）由北运
河务局修筑铁闸水患少减。至民国
十一年（1922 年）漒漒河暴涨，西牛
家甫全村被冲，河身西徙二、三里，
沿郝各庄直奔夫人庄，曲折南下。
至民国十三、四年（1924年、1925年）
又由夫人庄向西南移徙渐坍至小杨
各庄。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及二
十六年（1937年）小杨各庄坍去大半
直袭白庙。二十八年（1939 年）大
水，白庙西南两面之良田变成沙
漠。河身自白庙折而东南，广惠菴
全行坍去。田辛庄又坍去少半。自
田辛庄以下又西徙沙坞及东堡，冲
毁地亩无算。自贾家疃至东仪尹家
河多成沙碛，尤以西集为最，而苏庄
铁闸竟于是年（1939年）被冲去十八
空，巨患无穷，更莫可遏止矣。”

上述“引文”为民国徐白先生主
编的《通州志要》卷一“河流”篇—

“河道变迁考”一节。该节内容虽有
重复、交叉，年号说法也与今日有的
志书所载有出入，地名与今也有小
别，但对“潮白河夺取漒漒河道”
的前因后果，包括漒漒河自身的
涨水、摆道、坍塌情形等，可谓记
录详实，交待明白。如今仍有老
人述说，通州人此前百年内所受的
灾害，破坏力莫过于那场“民国二十
八年涨大水”。

潮白河水面宽阔。

《通县志要》（1941 年
铅印本）一书中的插画《水
系图》，可以看出潮白河与
漒漒河（櫤杆河）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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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菲菲 范俊生）日
前，市委书记蔡奇到城市副中心调查研
究。他强调，实现北运河通州段全线通
航是城市副中心建设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成果。要以全线通航为契机，再接再
厉、乘势而上，按照人文运河、生态运
河、魅力运河的理念，努力把北运河通
州段打造成城市副中心蓝绿交织、水城
共融的金名片，持续推进大运河文化带
保护利用。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一
同调研。

北运河通州段已实现全线 40 公里
旅游通航。蔡奇、陈吉宁乘船沿新通航
河道察看河道综合治理和沿线景观提
升情况，两岸郁郁葱葱、河面碧波荡
漾。蔡奇指出，要结合运河重要滨水节
点，加强周边农村环境整治，建好滨河

慢行系统，进一步提升两岸景观，打造
亲水空间。城市副中心剧院、图书馆、
博物馆三大建筑已初步亮相，蔡奇详细
了解施工进展，察看建筑选材，要求在
建设中贯彻碳中和理念，全面执行三星
级绿色建筑标准。三大建筑风格要保
持协调，和而不同。曾经的东亚铝业老
厂房华丽转身，被改造成有着浓浓工业
风的城市绿心活力汇，成为广受市民欢
迎的健身空间。蔡奇察看建筑改造利
用、健身场地及商业配套设施运营情
况，指出，要利用好工业遗存和老旧厂
房，打造更多文化、健身、休闲空间，真
正造福于民。

蔡奇在座谈时指出，要高水平推进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点围绕
保护沿线文化遗产、恢复重点片区历史

文化风貌等，推进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
（白浮泉）、八里桥保护修复、路县故城
考古遗址公园等保护传承类工程。围
绕持续改善大运河水环境、沿线生态人
文景观建设等，推进通州堰防洪体系、
萧太后河综合治理、坝河综合治理等环
境配套类工程，实行清单式管理、项目
化推进。发挥行业协会、公益组织和运
河沿线相关主体作用，形成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良好局面。北京（通州）大运河
文化旅游景区要创建国家5A级景区。

蔡奇强调，要加强内涵挖掘和宣传
推介，提升大运河文化影响力。编纂出
版大运河文化典籍，因地制宜保护好非
遗代表性项目，支持大运河题材文艺创
作。持续办好中国北京国际运河文化
节、运河国际艺术周、“京杭对话”等活

动。开展运河文化进社区进公园活
动。推进北运河综合治理工程，推进码
头建设等配套工程，提高通航应急救援
能力，有序推进京津冀通航一体化。严
格实行绿色管理，合理控制游客规模，
游船全部使用清洁能源，保证运河水质
不受污染。

蔡奇强调，要打好“运河牌”，提高
城市副中心建设水平。牢牢守住以大
运河为骨架，沿河布置商务区、交通枢
纽区、绿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成蓝绿交
织的生态文明带。统筹推进剧院、图书
馆、博物馆等重大项目，充分体现运河特
色。用好环球影城外溢效应，抓实张家
湾、台湖、宋庄特色小镇建设。市推进全
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加
强统筹协调，抓好督促检查，市相关部门

和通州区及沿线各区要抓好落实。
陈吉宁指出，大运河传承着中华民

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做好大运河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是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
心的重要支点。当前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已拉开框架，各项任务扎实推进，工
作成效应予肯定。要进一步深化对大
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认识，准
确理解把握大运河是与人民群众休戚
与共的宝贵历史遗产，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面向人民群众需求，推动城市文化
和生态品质融合提升。要进一步深化
对大运河历史文化内涵的认识，加强文
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
化利用，梳理历史文脉，讲好运河故事，
助力大运河文化在新时代更好地延续、
发展和传承。要进一步深化完善工作

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沿线各区要提高
站位，落实属地责任，相关部门要各负
其责、密切协同，调动社会各方积极性，
共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一祖先
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副市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隋振江说，北运河通州段全
线通航是城市副中心建设骨架拉开的
一个重要标志。要促进大运河景观提
升，优化滨河休闲空间品质，赋予更丰
富的文化内涵。以大运河国家 5A级景
区创建为重点，吸引有实力、有经验的
大型文旅公司参与，推进文旅融合发
展。要稳步有序、精细化推进城市副中
心三大建筑工程建设，打造精品力作。

市领导崔述强、张家明、莫高义、靳
伟参加。

蔡奇在城市副中心调研时强调

以北运河通州段全线通航为契机 持续推进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利用
陈吉宁一同调研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西北角，一间“文
化粮仓”、一座“森林书苑”、一艘“运河之舟”
正在郁郁葱葱的林海中拔地而起。目前，三
大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面完成，正全力推进幕
墙工程施工及精装、机电、暖通等施工前准
备工作。

除了在拉开城市建设框架、完善城市功
能中发挥重要作用外，三大建筑还在城市副
中心“近零碳”示范区建设中树立了标杆。
据北投集团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项目部副
总经理沙钢介绍，三大建筑严格按照绿色建
筑三星级标准设计、建设，通过使用节能材
料、可再生能源利用等举措，每年可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约10207吨。

“比如这座城市副中心剧院，相对未采
取节能减排措施的公共建筑，每年可减少约
2507 吨二氧化碳排放。”沙钢指着形如“粮
仓”的剧院介绍。城市副中心剧院位于大运
河畔，剧院集演艺演出、艺术创作、艺术教
育、现场体验等功能于一体，包括歌剧院、音
乐厅和戏剧院三个表演艺术的“文化容器”，
以及室外剧场和多功能厅，将满足各类世界
级演出要求。据沙钢介绍，在剧院的设计
中，采用绿色环保技术整体解决方案，打造
绿色、健康、智慧的可持续文化艺术中心典
范。“比如，项目中应用了保温性和气密性良
好的外窗和遮阳系统，充分利用自然光。采
用的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可以根据自然采光
强弱，自动调节室内灯开启数量，达到照明
系统的智能管理和有效节能降碳的效果。”
除此之外，项目还采用了无热桥设计、高效
热回收新风系统和变频设备机组、可再生能
源利用等新型节能技术。据测算，项目投入
运行后的实际碳排放约80公斤/平方米/年，
减碳比例约20%。

在城市副中心图书馆项目中，则以运营
为导向，注重建筑能耗分项计量和实时监
控，整合运用多种“主被动”技术，打造“简
能”的绿色建筑。据沙钢介绍，图书馆立面
设计采用陶板幕墙与玻璃幕墙组合，充分考
虑自然采光与夏季遮阳效果，科学合理优化
一层至三层大空间及公共空间的声环境、光
环境、热环境。在达到较高室内舒适性的同
时大幅降低能耗，达到了节能低碳的目标。
据测算，项目投入运行后的实际碳排放约
78.5公斤/平方米/年，减碳比例约33%，相对
未采取节能减排措施的公共建筑，每年将减
少约2945吨二氧化碳排放。

首都博物馆东馆（大运河博物馆）是镶

嵌在城市森海中的“运河之舟”。秉承绿色
低碳理念，该项目致力于打造首都生态文明
建筑的“绿色名片”和“文化名片”。项目主
要采用高性能围护结构设计、区域能源技
术、中水系统、屋面光伏发电、热回收技术、
一氧化碳与二氧化碳浓度监测系统、节能灯
具、1 级节水器具、节能电梯等多项绿色技
术，最大限度降低能耗。据测算，项目投入
运行后的实际碳排放约 79.4 公斤/平方米/
年，减碳比例约37.5%，相对未采取节能减排
措施的公共建筑，每年将减少约 4755 吨二

氧化碳排放。
在三大建筑的设计建设中，还广泛使用

了可再生清洁能源。能源供应以地源热泵
为主，光伏发电系统、水蓄冷蓄热、燃气锅
炉、冷水机组、冷却塔为辅，形成多能互补的
复合式能源系统。“能够高质量满足多种专
业化功能需求，保证参观游览的高舒适性需
求，在此基础上，通过系统合理配置能源，实
现项目整体低碳、绿色、高比例可再生能源
的节能减排目标，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努力
实现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为城市副中心‘近

零碳’示范区建设贡献力量。”沙钢介绍。
按照规划，2022年底，三大建筑将竣工

验收。不久的将来，当市民在大剧院看演出
时，头顶上的室内灯可根据自然光智能调节
开启数量；夏天在图书馆看书时感受到的凉
爽，多数是由地源热泵实现的“零碳”热交
换；在博物馆看展时，灯光照明是由屋顶光
伏发电提供的能源。

未来，这里不仅为市民提供多姿多彩的
文化盛宴，成为充满活力的文化休闲中心，
也将成为城市副中心又一张绿色低碳名片。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日前，
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
学习市委书记蔡奇到城市副中心
调研讲话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
作。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副主任、通州区委副书记、
区长赵磊主持。

会议指出，大运河是副中心
城市精神的源头、城市骨架的脊
梁、城市发展的命脉。保护传承
利用好大运河文化是推动城市副
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优化城市功能、增强城市
活力、培育城市文明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我们必须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传承好、保护好、利
用好大运河文化的重要意义，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
指示要求上来，努力将大运河通
州段建成大运河文化带中最精彩
的一段，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鲜
明标志和闪亮名片。

会议强调，要立足长远、抓
好当前，高起点、高标准推进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经过两年精
心编制，通州制定了大运河文化
带保护建设规划，提出四大战略定
位、明确四个阶段性目标，能不能
实现这些目标定位，关键还是靠抓
落实。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阶段
性目标来说，要提前着手、加强谋
划，梳理任务，分类推进，重点突
破，紧抓快干。在梳理任务的同时，
要谋划好下一个大运河文化带保护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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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207吨
三大建筑成城市副中心绿色低碳名片

本报记者 陈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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