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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自古繁华”，而南北流淌的京杭大运河
则是这繁华的源头。杭州地处京杭大运河最南
端，也是浙东运河的发端。大运河杭州段穿城而
过，总长 110余公里，包括 11个遗产点段。大运
河杭州段作为一处活态大型线性遗产，至今仍发
挥交通航运、水利行洪、旅游景观等功能，是杭州
的“城之命脉”。

一部杭州发展史就是“倚河而兴”的历史。
“杭州码头装大米，一纤拉到北京城”。一句古代
俗语，道出了两座城市以河为媒形成的历史渊
源。旧时杭州城北因着运河，商业发达，有“十里
银湖墅”之称。从隋代到民国，城北是外埠物产、
近郊米柴的集散地，米市巷的米市、卖鱼桥的鱼
市，还有土纸、锡箔等行业穿插其间。新中国成
立后，这里因优渥的水陆交通条件成为杭州工业
化的旗帜。而随着城市发展和产业转型，这里的
工业遗存逐渐被保护、利用、开发为面向市民的

公共空间，从工业重镇蜕变成杭州的生活高地。
为让大运河千年文脉常新，杭州在增添大运

河“烟火气”“亲民感”上重点着墨。运河旁的
国家厂丝仓库，变身杭州极具艺术感的酒
店，厚重的历史感没有破坏，酒店让这里
增添了一丝现代感。夜晚的大运河杭
州段，水波粼粼宛如一幅水墨丹青，
沿岸灯火谱出一曲光之乐章。船在河
上行，两岸即是民居。市民可泛舟于上塘
古运河，开启沉浸式夜游，通过实景演出欣赏
上塘河“七运十三景”。

“千年运河千里行”，采风团在匆匆步履中，感
受了各具韵味的运河城市之美。在城市发展的变与
不变中，每一座城市都在赓续悠久的运河文化，守护生生
不息的大运河记忆。

运河千里行运河千里行
河流滋养着城市，孕育出璀璨的文明。有着 2500多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绵延

1794公里，流经北京、天津两市及冀、鲁、苏、浙四省。这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架设了一座沟通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文明
的桥梁，留下了传承千年的灿烂运河文化和河畔人间烟火。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2021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之“千年运河千里行”暨“爱上大运河”中外媒体采风团，先后
赴北京通州、山东枣庄、江苏扬州、浙江杭州等大运河沿岸城市实地探访，用镜头和文字记录“千里行”的所见所闻，这些
见闻也成为了今朝大运河华彩的掠影。

本报记者 王广燕

历史文化名城北京：

古诗盛景与国际都市碰撞

桥头轮渡，画舫歌甜。10月17日清晨，在北
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奥体公园二号码头的画舫上，

“千年运河千里行”暨“爱上大运河”中外媒体采
风活动正式启动。来自北京和杭州的演奏家带
来两地不同特色的民乐表演。其中演奏者拨动
的代表京城乐器的三弦，展现了秋日余晖下紫禁
城墙根儿下悠闲散步的百姓生活。

伴随着画舫的行进，京杭大运河北京通州
段两岸的景色徐徐向后退去，碧水蓝天中，草
木繁茂、郁郁葱葱。沿途可以看到通州区奥体
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漕运码头、观景台等景
色。画舫停靠岸边后，采风团一行登上大运河
森林公园的制高点——月岛观景阁，清风徐
来，极目远眺，远处的层叠绿意与都市景观尽
收眼底。

“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州”，通州

的燃灯塔是中国大运河四大名塔之一，也是京杭大运河
千里漕运最北段的标志。2021年，京杭大运河北京段
通航，重现了“一支塔影认通州”的古诗盛景。泛舟于
运河之上，人们不仅可以欣赏“一河、两岸、六园、十
八景”，也可以通过东岸漕运码头，西岸祭坝雕塑、
潞河督运图等，了解运河历史。

近几年，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文化带文
化遗产保护取得阶段性进展，河道水系
治理水平显著提升，一系列品牌文化
旅游活动使大运河文化内涵更加
丰富。目前许多大运河文化带重
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建设路县故
城考古遗址公园、保护通州古城核心
区、保护建设张家湾古镇、展现西海子历
史人文风貌……这一切将进一步擦亮北京历
史文化名城“金名片”。

“天下第一庄”枣庄：

一河渔火，歌声十里

“商贾迤逦，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
市。”京杭大运河枣庄段史称泇河，开凿于明朝万
历年间，全长93.9公里，流经枣庄4个区（市）、14
个乡镇。清乾隆时期，位于大运河沿岸城市枣庄
的台儿庄一片繁荣。这座傍水而筑、因河而兴的

“水旱码头”，历史上曾是一座商贾云集、建筑风
格独特、文化底蕴深厚的水乡古镇，有着大运河
上最完整的运河文化遗产体系——3 公里长的
古运河河道，被称为“活着的运河”。

作为连接运河南北的中间段，枣庄段形成了
融汇南北文化的包容性，体现在民俗、美食、建筑
等各个方面。1938 年春发生的台儿庄大战，使
这座古城化为废墟。2008 年中共枣庄市委、市
政府重建台儿庄古城，使之成为了集“运河文化”
和“大战文化”为一城的齐鲁文化新地标。

夜晚的台儿庄，数千盏彩灯点亮了晋派、徽

派、江南、闽南、岭南、鲁南等风格各异
的建筑。挂着红灯笼的摇橹船，摇曳
在碧波荡漾的水街水巷。游客可
以舟楫摇曳、遍游全城。这里的城
内水网相连，石板小路两边，运河大
鼓、柳琴戏、皮影戏和萨克斯演奏，融合
出传统与现代的交响曲。数百个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此汇聚，传承人现场制作
与游客互动，古城内“月月有主题、天天看非遗”，
实现了活态传承。

除了“闪耀”的运河文化外，枣庄还是鲁班、墨
子故里，铁道游击队的故乡。采访团赴枣庄薛城
区参观了铁道游击队纪念馆。近年来，枣庄薛
城区依托“铁道游击队”为核心的红色文化资
源，开展红色研学，举办红色课堂，大力发
展文旅创意产业，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人文古扬州：

2500年前运河的“原点”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采风
团继续南下，寻觅 2500年前运河的“原点”。瘦
西湖风景区窈窕曲折的一湖碧水，串以徐园、小
金山、五亭桥、白塔、二十四桥、万花园、双峰云栈
等名园胜迹，风韵独具而蜚声海内外。

乘船一路前行，一座古典雅致的楼宇映入眼
帘，这便是瘦西湖“熙春台”。在熙春台二楼，游
客们坐下休憩，身着汉服的演奏者从屏风后出
现，一曲古筝《茉莉花》流淌入耳，随后手持木偶
的舞者也翩然起舞。扬州杖头木偶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茉莉花则是扬州的市花，二者结
合，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扬州之美。

古老的扬州以厚重的人文积淀为傲。历史
上李白、杜牧、苏轼等文化名人都曾赞叹瘦西湖
秀美的风光，留下众多脍炙人口的篇章。位于扬

州瘦西湖西北角的大明寺，曾由唐代鉴真大师
主持，传经讲律。其中大明寺大雄宝殿西侧的

“仙人旧馆”内，坐落着平山堂，近一千年前，时任扬
州知府欧阳修因欣赏这里的清幽古朴，于此筑堂，使其
成为士大夫、文人吟诗作赋的场所。

濛濛细雨中，采风团来到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
之一的东关街，这里“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
花格窗”，是扬州城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条历史
老街。古城保持了古韵古味，在保持东关街
肌理和特色的基础上，逐步适度迁出原住
居民，对老街建筑和街巷进行保护性修
复，成为外来背包客深度体验扬州文
化的首选目的地。而在“卧虎藏龙”的扬
州 486 文化街区，68 个非遗项目“同台竞
技”，让非遗瑰宝在今天持续闪光。

“人间天堂”杭州：

让运河流淌“人间烟火气”

草木繁茂、郁郁葱葱，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日益优化。

2021年，京杭大运河北京段通航。泛舟于运河之上，可欣赏“一河、两岸、六园、十八景”。

大运河环绕台儿庄古城，带来江南柔美。

一对游客雨中漫步在扬州千年东关街上。

扬州瘦西湖畔大明寺栖灵塔矗立千年。

大运河杭州段现今仍发挥着重要的航运作用。

随着城市副中心建设加速，大运河通州段洋溢时尚之美。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
蔡奇主持 陈吉宁魏小东张延昆出席

本报讯（记者 刘菲菲 武红利）昨天上午，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二十二次会
议。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
长陈吉宁，市政协党组书记魏小东，市委副书
记张延昆出席。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指出，要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
政策实施，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空
间，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从体制机制层面加
强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安全管理，增强防范抵
御重大风险能力。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成果，进
一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统计
监督职能，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会议审议了《北京市鼓励社会力量兴办

博物馆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鼓励社会力量
兴办博物馆，助力北京建设博物馆之城。优
化备案流程，出台配套支持政策。结合城市
更新，利用腾退空间主动引入博物馆文化功
能。强化博物馆的服务教育功能，提高策展
能力。加快人才培养，建设高素质志愿者队
伍。加强日常监管，探索新形势下博物馆建设
管理机制。

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本市重点站区管理
服务工作的意见》，指出，铁路站口是首都形象
重要窗口之一，要坚持管理服务并重。聚焦公
众出行服务需求，全面提升重点站区的管理服
务品质。推进站城融合发展，打造站区文化特
色和城市活力中心。完善综合应急体系，建立
重点站区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强化应急指挥调

度。明确重点站区管理各方权责，构建各负其
责、共建共治的治理格局。加强站区综合行政
执法，推进平安站区建设。

会议审议了《关于打通高校院所、医疗卫
生机构科技成果在京转化堵点若干措施》，指
出，要瞄准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打通成果落
地最后一公里。高校院所、医疗卫生机构要落
实主体责任，结合实际制定配套实施细则。建
立勤勉尽责机制。加强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建
设和人才培养，提升成果转化服务能力。健全
重大科技成果落地协商机制，推动更多中央单
位科技成果在京落地。增强各区和市属国企
成果承接能力，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加强
政策宣传宣讲。

会议审议了《北京市关于深化城市更新中

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改革的实施
方案》，指出，要完善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标
准，分类出台消防设计案例指引。分类开展消
防设计审查，明确使用功能变更确认路径，打
通消防审验堵点。落实“照图验收”制度，实施
小微改造工程消防审验告知承诺管理。对改
造工程实施联合验收，建立防消结合业务协作
机制，保障消防安全。

会议还书面审议了《关于推动减量发展若
干激励政策措施》《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并监督实施的实施意见》《北京市红十字会
改革方案》《北京市纪委市监委派驻机构与区
纪委区监委查办案件衔接协调工作办法（试
行）》《北京市政法办案智能管理系统试点工作
方案（修订二版）》5个专项督察报告。

5G网络无死角覆盖 可支持超15万人同时在线

环球影城神奇基站隐身园区景观
本报记者 赵鹏

北京环球影城开园以来异
常火爆，虽然终日游人如织，但
大家入园登录、发圈打卡、视频
直播、通话联络，各种网络体验
异常顺畅。记者昨天下午从中
国铁塔组织的“国企开放日”活
动上获悉，这得益于北京环球影
城的5G基站已全部建成并正式
投入使用。

“环球影城 5G基站可支持
超15万人同时在线流畅使用这
一高速网络。”北京铁塔相关负
责人称。不过，游客在园区根
本看不到“傻大黑粗”的传统基
站，一眼就能被识破的“假树”
基站也不见踪影。那么这些
5G基站到底藏在哪里？

本报讯（记者 陶涛）
日前，副市长、城市副中心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隋振江会见中国石油集团
副总经理焦方正一行，双
方围绕中深层地热能源开
发举行工作对接座谈。

会上，中国石油勘探
与生产公司围绕“开发中
深层地热能，助力北京绿
色转型”主题，介绍了北京
市中深层地热利用现状、
中石油地热开发经验及案
例。与会人员就城市副中
心地热能源现状、现实可
行的开发利用模式等深入
交流对接。

隋振江说，中国石油
在首都能源保障上作出了
重大支撑性贡献，带头推
动能源转型、助力北京绿
色转型，体现了大国央企
的责任担当。绿色发展是
副中心最鲜明的发展基
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
范区，走绿色发展之路，是
副中心率先体系化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
措，也是加快实现副中心
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十四五”时期是副中心建
设的高峰期，也是副中心
用能增长的高峰期，构建
绿色高效的能源体系，优
化能源消费结构，全面提
升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对
于确保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隋振江指出，地热供暖是民生工程，在优化多种能
源协同供给方案、推进深层地热能源开发利用上，城市
副中心要走在前、做表率。要将试点项目选精选准，确
保政策可行、技术可行、经济可行，发挥正向激励示范作
用。要把试点纳入绿色发展示范区的绿色低碳能源规
划，编制更精准的副中心地热规划，稳步推进实施。要
建立合作机制，在“双碳”背景下对地热资源能源平衡、
安全、绿色进行深层研究，不断探索优化开发利用管理
模式和实施方案，确保党中央关于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
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为建设和谐、宜居、美丽的国家
首都作出更大贡献。

焦方正说，地热作为经济可行的零碳可再生资源，
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助力首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和能源
结构调整。北京市地热资源丰富，前景十分广阔，城市
副中心各领域建设发展对供热需求很大，合作前景可
期。中国石油有动力、有能力、有决心按照“清洁替代、
战略接替、绿色转型”的新能源发展战略，助力城市副中
心地热资源开发利用，为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贡献
力量。

中国石油有关领导李鹭光、万军、修景涛、邹才能，
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孟景伟、王承军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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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人员最大限度减少出京活动
详见2版

图书馆幕墙工程首块中型玻璃吊装成功

“森林书苑”将成“透明书苑”
本报讯（记者 刘薇）日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图

书馆项目幕墙工程首块8.5米高中型玻璃吊装成
功，这标志着“森林书苑”幕墙陶板工程正式拉开序
幕，预计今年年底将完成幕墙封闭。

项目最大亮点之一是营造“透明书苑”观感，
图书馆四周将由276块玻璃围绕而成，项目最大一
块玻璃高度为15米，宽2.5米，单块玻璃重量达11
吨，这样的大玻璃需要2至3个月定制加工周期。

“此次吊装的中型玻璃采用7片15毫米厚双银
Low-E钢化夹胶中空超白玻璃，高8.5米，宽2.5
米，厚度132.6毫米，重量近6吨。此类玻璃从原片
采购、钢化、镀膜到后期的运输和吊装等难度极大，
并且无先例参考，各个环节对项目团队都是一个新
的挑战，建成后将是国际首创，填补行业空白。”北
投集团三大建筑项目部副总经理沙钢介绍说。

从效果图上看，幕墙的无龙骨设计是工程的
另一大亮点。图书馆建筑外立面呈W折线形式，
各幕墙板块间为锯齿形设计，互相支撑，承受水平
荷载。两块玻璃之间的折线角度在74度至133度
间变化，导致80%的大玻璃都具有唯一性和不可
替换性，最大限度提升了采光能力，读者坐在明亮
的图书阅览区将仿佛置身于森林环抱之中。

现场可以看到，中铁建工集团城市副中心
图书馆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正在带领一线工人
为此次安装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他们专门定制
了吊装玻璃用的吸盘，并制作A字架存放玻璃，
通过折臂吊、吸盘、高空车等多类设备配合施
工。“在安装过程中，我们通过全站仪精确控制
幕墙安装精度，地面操作人员通过辅助设备将
玻璃下端入槽，调整完角度后经钢压板锁紧，最
终顺利完成了首块玻璃安装工作。”中铁建工集
团城市副中心图书馆项目总工说。（下转2版）

隐身术1
翠竹掩映中粉墙黛瓦的中式建筑，就是

北京环球影城的功夫熊猫馆。作为环球影城
特有的中国元素主题场馆，这里原本设计规
划为室外场馆，最初规划中的5G宏基站也只
是一处寻常的30米高塔。

考虑到北京四季分明，冬夏两季并不适

宜室外活动，北京环球影城最终选择将功夫
熊猫馆由室外场馆变身为室内场馆。铁塔公
司项目团队结合功夫熊猫馆四四方方的“大
盒子”结构，最终确定采用在楼顶墙外的壁挂
方式设置，并使用专业喷涂方案对基站进行
了整体美化。在一处中国风水墨画的背景墙

上，也悄然嵌入了一处大型 5G 宏基站的
天线。

“最终的成品不仅极具中式传统风格，相
比最初30米高塔基站的设计，功夫熊猫馆的
5G 宏基站成本还降低了约 5 万元。”通州铁
塔副总经理王志良告诉记者。

功夫熊猫馆的“山水画”

来到北京环球影城，游客不逛一番小黄
人集市几乎绝无可能。虽然游人川流不息，
但大家无论是打视频电话还是来一场直播
秀，强大的5G网络都绝不会让您遇到丝毫卡
顿。那么这里的5G基站又躲在什么地方呢？

通州铁塔工作人员向记者揭开了这个谜

团。小黄人乐园区域的基站建设方式原为外
墙壁挂，但实在不够美观。为了满足中外相
关各方诉求，铁塔公司项目团队几乎查遍了
全球范围内所有环球影城主题乐园的建设资
料，最终确定采用六个“烟囱”的巧妙方式进
行美化覆盖。

眼下在小黄人乐园里，在几处白墙红顶
的小房子上方，悄然矗立起六个淡灰色的“烟
囱”，而参差不齐古灵精怪的涂装，使得它们
像极了“小黄人工程师”的作品。这处 5G宏
基站，正默默为中外游客提供着强大的5G通
信服务。（下转2版）

隐身术2 小黄人工程师的“烟囱”

数块大玻璃完成安装后数块大玻璃完成安装后，，工人为玻璃表面涂上防火涂料进行保护工人为玻璃表面涂上防火涂料进行保护。。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