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著名的三大古桥之一的永通桥（又
称八里桥）近日完成主体修复工作，数字化保
护工作也正在加紧推进。预计明年，古桥将
对公众开放参观。

修旧如旧还原古桥风貌
隆冬时节，阳光照耀在永通桥上。一块

块历经风霜的老旧石板静卧在桥面上，古朴
而厚重。桥栏上石狮子各具形态，或昂首凝
望，或憨态可掬地看向通惠河。

永通桥是大运河文化带北京段最知名的
古桥，已被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长桥映
月”美景就源于此桥。它位于朝阳和通州交
界处，始建于公元 1446年，为三孔石拱桥，南
北长 50米、东西宽 16米，中间孔高达 8.5米，
舟行不必免帆。

去年，永通桥大修工程正式启动。修缮
内容主要包括局部拆砌鼓闪（错位）部位的
桥身砌体；清除后做桥面沥青路面，恢复条
石桥面等。

修旧如旧是最重要的原则。大运河永通
桥修缮项目经理李善求告诉记者，永通桥的桥
面石板约 800平方米，多年来历经数次修缮，
条石的材质、大小不一。（下转2版）

永通桥完成主体修缮 明年将开放参观
本报通讯员 马宇晗 记者 朱松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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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州建国仓、存皇粮，同样始于辽代。辽皇室在延芳淀
捺钵期间，为及时供应帝后随行人员游猎食用，便设置了两座
皇仓，一座在萧太后运粮河西岸（今永乐店镇陈辛庄北），一座
在今张家湾镇仓上村。如今在“仓上”这一村名中，还能看到当
年通州辽代国仓的痕迹。

金代，朝廷在通州设立了丰备仓、通积仓、太仓三座粮仓。
普通粮仓的人员配备标准是主管一人、副使一人、攒点一至二
人，仓子（管理斛斗盘量、出纳、看守、巡护等）人数据仓的规模而
定。但通州的粮仓例外，“唯通州设使副外，各增置判官一员”。
仓子平均每仓30名，超过标准配备最高限额。可见通州粮仓不
仅规模大，地位也十分独特，为金中都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代，元大都的食用百货，无不仰赖江南地区的供应。从
京杭大运河运到通州的各地货物多而集中，一时半会转运不完，
就在通州城北和张家湾两处设置了13座中转皇仓：富有、乐岁、
乃积、延丰、乃姊、广储、盈止、有年、庆丰、及衍、富衍、足食。管理
上也延续了金代的制度。中统元年初，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
皇位继承权，双方展开一场大战，忽必烈利用燕京作为重要战略
物资供应基地，为战争胜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保证。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北方边患一直存在。为防患于未然，
明代在北京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为保证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供
给，朝廷在京城及周边设置了足够的粮仓。宣德六年（1431年），为
扩大存储容量，朝廷增置通州仓。正统元年（1436年），定通州仓
名：城中者为大运中仓，城内东者为大运东仓，城外西者为大运西
仓，城南者为大运南仓，储存军队粮饷和战马饲料的为军仓。

其中最大的是通州大运西仓。这座粮仓建于永乐七年
（1409年），明弘治七年（1494年）前后，此仓有仓廒（仓房）1971
间，比京仓中最大的旧太仓多756间，堪称当时全国乃至世界最
大的粮仓。仓廒四壁砌城砖，上薄下厚，内直外斜，以防外闪。
地面墁方砖，下铺干沙，上铺木板、苇席以防潮气。顶有天窗，
粮中插竹筒，以透气通风，既科学又坚固，是明代仓廒建筑的典
型，不但拥有皇家气派，更是通州运河文化的最好见证。

清代，北京和通州共有国仓 11座，其中北京 8座：海运仓、
南新仓、北新仓、旧太仓、禄米仓、太平仓、富新仓、兴平仓，有
264座仓廒；通州 3座：大运西仓、中仓和南仓，有 225座仓廒。
京杭大运河运到通州的漕粮，有一半储存在通仓。朝鲜使臣朴
趾源描写通州的粮仓时这样形容道：“有三所仓廒，制如城郭。”

明代京通粮仓的主要功能是发放拱卫北京的官军的月
粮。成化二十年（1484 年），明廷又令在京各卫军人月粮，五、
六、七、八、十一、十二月于京仓关支，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九
月、十月于通仓关支。此后基本沿用此支放办法，但经常根据
具体情况临时调整。有时也会从京通二仓调拨部分粮食，充作
边镇军储。明代前期这种调拨并不常见，土木堡之变后，因边
情紧急，调拨额增加。嘉靖后期，北边多事，调拨次数和数额都
大为增长。

清朝庞大的官员集团、数量众多的八旗兵，还有官兵家属，都
要靠朝廷供养，这些都由京通二仓漕粮供应。清代北方外患虽
然不再是主要矛盾，但仍需要调拨漕粮充当各地驻军的军饷。

明清两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漕粮调节物价的功能。康熙三
十四年（1703年），将储存过久的粮食发往京师附近粮价高的地
方低价出售，雍正、乾隆等年间屡次采取同样的行动。据光绪

《漕运全书》记载：乾隆年间这种做法共 20次，售粮 62万石；嘉
庆年间5次，售粮8.1万石。

通仓的粮米曾救济了许多灾民。康、雍、乾三朝，京畿及
直隶北部遇水、旱、虫等重灾，农田颗粒无收，农民流离失
所。为安抚灾区百姓，朝廷或调拨通仓漕粮赈济灾区，或设
置米局，将通仓粮米平价售予百姓，或拨与京通各寺庙粥厂，
救济涌入京、通城中的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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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河交汇处（下）
上期我们了解了通州利用河流进行运输的历史，以及河流运输对通州产生根本性的深远影响，本期我们继

续探索五河交汇处的独特之处，遥望当年的繁盛景象。

本报记者 关一文/编辑整理

内容摘自：由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通州区委区政府共同策划编辑，《文明》杂志社出版的《文明·北京城市副中心》特刊

明初至嘉靖七年（1528年）以前通州运河水系格局
与码头分布。

从辽代至清代，通州粮仓分布示意图。

大通桥下，纳粮图，佚名，约摄于19世纪末，从图中可以看出，
粮袋分两片堆放以留出空隙，便于官员穿行、站到两旁适当位置。
其中左上方临时搭建的布棚是验粮官办公处，验出不合格（潮湿、
杂质）的漕粮时，单堆放一处，避免与合格漕粮混淆。

码头盛景：舟楫之盛 可敌长城

悠悠大运河，千万只大型漕船，到通州就算到了终点。数
万担漕粮或接驳小船经通惠河运进北京，或就近入仓作为国
家之储备。北运河通州段有很多类型的码头，其中，石坝和土
坝是最大的两座漕运码头。

石坝码头，设置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用条形石块顺砌
在河坡上，有二三十步台阶，可以根据运河水位的高低而装
卸。土坝码头则因使用“三黄土”夯筑而得名，所谓三黄土，是
以石灰、黄米汤与好黄土混合制成，坚固、耐冲、抗碱，据说比
混凝土还结实耐久。由于南临通州东门、商业码头、驿站码头
和东浮桥，是京杭大运河与京辽古道交汇之处，土坝码头尤为
繁荣热闹。

漕运兴盛时期，石坝、土坝面临的水面有 300多米宽，其
上停泊的满是等待坐粮厅官员验收的漕船。雍正年间，这里
一天一夜要验收转运五万石漕粮，清代诗人李焕文《万舟骈
集》诗中所咏“帆樯林立人如蚁”，指的就是这一情景。验收完
以后，脚夫排队将粮袋扛到通惠河口的葫芦头码头，装上泊在
那里的小驳船，一闸一闸倒运到北京东便门外大通桥，再转运
入储京仓。

明清时期，来大运河北端土石二坝处观赏运河帆船的文
人，很多都来自京城。乾隆时大作家曹雪芹及其好友敦敏、敦
诚等一行人经常来通州大运河边饮酒赏漕，敦敏有七言绝句
道：“新城直接旧城游，暇日登临上酒楼，遥拟江南风味好，买
鱼亲上打渔舟。”敦敏还有一首七绝写他乘通州土坝码头南侧
的摆渡船快到东岸时，流连于运河盛况：“篷窗倚槛重回首，一
带风帆接直沽。”这句诗可与朝鲜祝寿团员朴趾源日记里那句

“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相呼应。
皇家码头和漕运码头是分开的。皇家码头又叫“黄船

坞”，位于通州北垣外 5 里的运河西岸、古代温榆河与潞河
交汇处，面宽水深。明朝时，宫中日常所需的茶叶、瓷器、
丝绸、药材等从南方购置的物品，都是由专人驾驶装饰龙
凤纹饰的船只从此上岸或出发。清朝时，宫廷购物船只码
头移至天津，黄船坞码头弃用。通州八景的“柳荫龙舟”，
描绘的就是黄船坞码头“柳堤飞絮白漫天，低荫龙舟锦缆
牵”的风景。

皇家粮仓：物质保障 地位独特

五河交汇处鸟瞰图五河交汇处鸟瞰图。。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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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刘菲菲 范俊生）
昨天上午，市委召开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市
委书记尹力强调，党的二十大对坚定不移全
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北京要带头抓
好贯彻落实，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深入贯
彻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坚持以案为鉴、以
案促改、以案促治，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引向深入，为新
时代首都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市委副书
记、代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
政协主席魏小东出席。

全市警示教育大会每年召开一次，通过
深刻剖析违纪违法案例，给党员干部常敲警
钟、常亮红灯，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与会者集体观看了警
示教育片《北京市政法系统党员干部违纪违
法案件警示录（2022 年版）》和《“一霸手”的
末路——李爱庆违纪违法案件警示录》。会
上按惯例通报了去年警示教育大会以来受处
分的局级干部名单。

尹力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
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
响。当前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

并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从一年来查
处的典型案例和巡视、监督中发现的突出问
题看，本市主要存在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问题禁而不绝、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打折扣、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依然任重
道远、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痼疾犹存、
违反组织纪律和组织原则问题依然存在、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不力等六个方面突出问
题。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牢记全面从
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尹力强调，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要深刻
汲取教训，深挖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根源，及时
补齐全面从严治党的短板和漏洞。党员干部
必须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立身为政的头等
大事，始终拧紧这个“总开关”，才能在各种诱
惑面前立场坚定；决不能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把纪律规矩当成摆设，踩“底线”、越“红线”、碰

“高压线”，否则必然是悔之晚矣的结局；一定
要时刻自重自警自省自励，自觉净化朋友圈、
社交圈、生活圈，筑牢廉洁防线。各级党委（党
组）特别是书记一定要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
抓在手上，带头强化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对
党员干部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尹力强调，要勇于自我革命，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重点抓好五个方面
工作：

一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党员干部要牢
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带头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筑牢忠诚
干净担当的思想根基。严格执行市委关于维
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规定，推进政治监
督具体化常态化。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坚决防止“七个有之”。

二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健
全完善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权力监督制约
机制和党中央统一领导、市委统筹指挥、市纪委
市监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人民群众
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发挥政治巡
视利剑作用，深化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

三是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认
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
续深化纠治“四风”。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紧盯工作中层层加码、麻痹松
懈、任性用权、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科学精
准靶向纠治。对享乐奢靡之风露头就打，防
止反弹回潮和隐形变异。把党的纪律建设摆
在更加突出位置，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
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按“三个区
分开来”的要求，用好“四种形态”，让干部敢

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
四是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

战。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以零容忍态度
反腐惩恶。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
织的腐败案件，持续深化政法、国企、高校、医
疗卫生、市场监管，以及开发区建设、农村基
层等系统和领域反腐败工作。坚持受贿行贿
一起查，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扎紧制度
笼子，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五是提高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
实效。各级党委（党组）严格落实中央关于加
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和市委
贯彻措施，加强对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贯彻执
行民主集中制、依规依法履职用权等情况的
监督，通过管住“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
数”。“一把手”要带好头、尽好责，自觉接受监
督，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努力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尹力强调，各区各部门要以这次警示教
育大会为镜鉴，主动举一反三、自查自纠、抓
好整改。各级党员干部要从点到的案例中汲
取教训，切实增强拒腐防变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在新征程
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大会以视频形式开到全市处级以上单位
主要负责人，大家纷纷表示深受教育和警醒。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刘菲
菲）昨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
议，决定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于
12 月 25 日召开。市委书记尹力
主持会议。

会议研究了市委十三届二次
全会安排。全会主要任务是，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并审
议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市
委常委会抓党建工作情况报告，
总结部署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党
的建设工作，审议通过《中国共产
党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决议》。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 2022 年主要工作和 2023 年工
作安排汇报，要求，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以首善标准做好各项工作，
为新时代首都发展提供坚实有力
的民主法治保障。加强思想理论
武装，抓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
宣传贯彻，把党的二十大战略部
署转化为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
具体思路举措，体现到立法、监
督、代表等实际工作中。深化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拓展“万
名代表下基层”等机制，加强代表
工作能力建设。推进高质量立
法，增强监督刚性和实效。加强
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党组2022
年主要工作和 2023 年工作安排
汇报，研究了《关于北京市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和《关于
北京市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要
求，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坚定不移优化
提升首都功能，大力加强“四个中
心”功能建设，不断提高“四个服
务”水平。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强化“五子”联动，加快建设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的现
代化经济体系，巩固完善“高精尖”经济结构，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
先位置，充分发挥投资关键作用，抓好优势产业，着力推动经
济运行整体好转。紧扣“七有”“五性”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接
诉即办为抓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统筹发展和安
全，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抓好政府自身建设。

会议听取了市政协党组 2022年主要工作和 2023年工作
安排汇报，研究了《北京市政协2023年协商工作计划》，要求，
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不断提升各方面
工作水平，把政协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首都治理效能。筑牢
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切实把广大委员、机关党员干
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广泛凝聚共
识、汇聚力量，努力画出最大同心圆。紧扣全市中心工作深入
协商议政。提高专门协商机构运转效能，丰富完善协商形式，
为委员履职搭好平台。加强政协自身建设。

会议研究了《北京市 2023年政党协商计划》，要求，统筹
安排好协商计划，做好协商成果的办理反馈。提高议政建言
质量，不断提升协商效果，提高建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充
分发挥政党协商的效能，推进科学民主决策。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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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力在全市警示教育大会上强调

坚持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引向深入

殷勇李伟魏小东出席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2信用北京（第八
届）信用中关村高峰论坛暨京津冀（晋）信用
协同交流会上获悉，京津冀晋四地共同推进
了信用医疗便民应用，守信市民在四地所有
开通信用医疗服务的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均可享受“门诊先看病免排队”“住院免押

金可分期”“急诊先救治后结算”便民医疗
服务。

北京9个区已开通“信用医疗”

近年来，北京市构建了社会信用政策制
度体系和信用主体权益保护机制，也与兄弟
省市密切配合，协同推进京津冀（晋）信用合
作共建，在区域信用标准协同、信用信息共
享、守信联合激励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

据悉，“信用医疗”正在京津冀晋四地有

序推进。目前，北京市石景山区、东城区、通
州区、丰台区、朝阳区、密云区等 9个区，天
津市南开区，河北省石家庄市、秦皇岛市、承
德市，山西省太原市、大同市、忻州市等地均
陆续开通了信用医疗服务。

“通过优化就医流程，免除挂号、检查、
检验、取药等多环节的排队缴费。”市经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信用就医患者只需在诊疗
结束 48小时内通过手机支付医保以外的自
费部分即可，解决了传统就医模式下患者排
队缴费时间长、医疗费用压力大等痛点，缩

短患者看病时长、减轻患者奔波缴费的
痛苦。

国内首款数据保险产品上线

北京信用信息管理应用已实现新突破。
市公共信用服务平台通过市大数据平台归集
了企业信用信息10亿条，归集告知承诺等各
类信用承诺信息216万条，归集自然人信用信
息3.2亿条，建立教师、律师等14类重点职业
人群诚信档案。（下转2版）

打造“城市信用朋友圈”

京津冀晋共享“信用医疗”便民服务
本报记者 曹政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通惠河上的永通桥通惠河上的永通桥，，历史悠久历史悠久，，如同一枚活化石如同一枚活化石，，古朴而厚重古朴而厚重。。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