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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湾是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镇，
地处北京东南，通州腹地。镇域内京杭大运
河、凉水河、萧太后河、玉带河四大水系汇聚于
此。由于河流汇集，这里的湾流宽阔而深，两
岸土质坚硬，成为天然的良好河港。

从元代开始，张家湾就是大运河起点上的大
型码头和陆路要冲，来自江淮的大批物资运往元

大都必经此地。据《通州志略》记载，因元代漕运
万户张瑄每年督运南方粮米至此，并由此转陆路
运往大都，于是得名“张家湾”。传说张瑄本是海
盗出身，因为熟悉海运，被元朝政府任命来专门管
理漕粮海运，封万户。张瑄不负重任，开辟了元代
漕粮北运的海上路线，使海运漕船从天津沿白河
至张家湾停泊，再转运入大都。

南北货物的大交换南北货物的大交换，，带来的不仅是货物的融合带来的不仅是货物的融合，，更是文化更是文化、、艺术艺术、、建筑风格的交建筑风格的交
融融，，也是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不同阶层的交融也是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不同阶层的交融。。借着漕运会馆这一提供休憩的空借着漕运会馆这一提供休憩的空
间间，，南来北往的文化在通州留下自己的印记南来北往的文化在通州留下自己的印记。。

通州通州，，正是在对不同阶层生存空间与生存机会的接纳中正是在对不同阶层生存空间与生存机会的接纳中，，迎来了漕运文化的大迎来了漕运文化的大
繁荣繁荣，，就像通州烧酒巷酿出来的酒就像通州烧酒巷酿出来的酒，，通州漕运文化既有南方的清冽通州漕运文化既有南方的清冽，，又有北方的醇又有北方的醇
厚厚，，柔中带刚柔中带刚，，烈而不燥烈而不燥。。

漕运商业的发展，在村落名称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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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三类会馆。一是文人会馆，为同乡
进京赶考进士的举人预备的；一是工商会馆，
是同乡或联乡工商业人士合建；一种是行业会
馆，是同行业工商业人士合办的。通州旧时还
有一种区别于这三种会馆的漕运会馆。

漕粮运达通州后，要一船船验收、一舱舱
卸出、一斛斛过数、一袋袋扛走、一车车转运、
一廒廒储放、一张张开单、一笔笔结清，期间需
要有个聚会议事或休憩之地，于是有了漕运会
馆的诞生。

通州山西会馆最多，不仅通州城内有，张
家湾、马驹桥也各有一座，可见山西商人在通
州影响之大。晋冀会馆位于通州北大街西侧，
为山西晋城和冀城两地同乡所有，建于乾隆四
年（1739年）。会馆里面设有“火德真君、关圣
大帝、增福财神神位”，每到三神诞辰时，通州
的山西布商都到这里祭拜，顺便“商议公事”。
对商人们来说，会馆不仅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也是交流信息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地方，如今会
馆已不存，仅存碑刻三通。

通州江西会馆有两处。一处位于通州新
华大街沟沿胡同西，一处位于北关里河沿胡同
西。新华大街上的江西会馆建于乾隆三十年
（1765 年），由江西省十三个运粮船帮集资兴
建。当时江西的漕船到达通州后，都需要拜祭

他们的地方水神许真君，以祈求漕运事项顺
利，所以江西会馆也被称为许真君庙。会馆为
三进院落，还建有戏楼。江西会馆的戏楼在当
时颇有名气，时常吸引各路商贩、说书唱戏的、
表演杂技耍猴的、变戏法拉洋片的等各路民间
艺人聚集于此，一度是通州最繁华的街区，有

“小天桥”之称。北运河停漕之后，漕船不再到
达通州，但江西漕运会馆的文化特色一直延续
到1956年才逐渐淡去。

另一座江西会馆以常驻通州的景德镇瓷
器商人为主，因此又被称为江西瓷器会馆。
1956年拆除，但留有石匾一块，匾心上刻有“万
寿宫”字样，现存于北京通州博物馆。

通州山东会馆（三义庙）即山左会馆，位于
通州区玉带河东街358号北京开放大学通州分
校院内，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本为供奉
刘备、关羽、张飞的三义庙，清康熙年间因地震
倾塌，雍正六年（1728年），由山东人士重修，兼
具了会馆功能。会馆内有石碑两通，分别为《重
修三义庙碑记》和《三义庙创立义园碑记》。

《三义庙创立义园并施棺木碑记》记载山
东人士多在通州从事小推车短途运输业务，有
病殁于通州者，由山东同乡捐资购地买棺予以
埋葬，碑上刻捐资者姓名 350人。可以看出山
东人在通州多从事人力小车行业的情况。

运河开漕节始于明代，源于祭坝祭祀吴仲
等人，是古代通州独有的大型文化活动。据《明
史·河渠志》记载：“大通桥至通州石坝……自此
漕艘直达京师……人思仲德，建祠以祀之。”

祭坝有春祭、秋祭之分，春祭又有公祭、民
祭之别。公祭由官方主持，各方头面人物参
加，是正式的祭祀活动，仪式隆重而简约；民祭
由商民组织。每年农历三月初一（清明节前），
开河后第一帮粮船到达通州后，择日举行春
祭，即开漕节。是日由仓场总督率坐粮厅官员
及其所属军、白粮经纪和掌管石坝的州判、掌
管土坝的州同，各按身份着官服或礼服齐集石
坝东，按等级列队，每人高举三炷香，向事先请
至于石坝几案上的吴仲等四人木神主鞠躬礼
拜。祭拜过程中奏乐。石坝两端有由人装扮
的狮子蹲踞，雄狮在左（北），雌狮在右（南），各
有耍绣球的和小狮陪伴。

公祭毕，请神登肩舆（由人左侧怀捧），乐班
前导，仓场侍郎率众恭送至卧虎桥，乐班引神回
祠（天后宫后院，石坝衙门东跨院）。民祭开始，
蹲踞的狮子在钹鼓、鞭炮声中起舞。雄狮追逐
绣球在坝上下翻滚，母狮带小狮过坝、戏水。狮
群边舞边东移至运河边石坝楼。狮群下坝未
毕，由专业脚行扛夫组成的“双石会”急速登场，
单臂举石锁、仰卧蹬磨盘、叠罗汉、耍石墩，演至
高潮时，由一彪形大汉双肩两腋各扛夹一袋粮
食。大汉负重七袋，重超千斤，可称神力。民间
传说有神附体，故有“坝神”之说。

与双石会表演同时与双石会表演同时，，坝下有坝下有““大头和尚度大头和尚度
柳翠柳翠””表演表演。。演出时只舞不唱演出时只舞不唱。。表演和尚的头表演和尚的头
戴硕大纸糊头具戴硕大纸糊头具，，满遮头部满遮头部，，只在口只在口、、眼部留三眼部留三
个洞个洞。。小伙子扮演风尘女子柳翠与和尚对舞小伙子扮演风尘女子柳翠与和尚对舞，，
渐有众和尚加入渐有众和尚加入，，形成群舞形成群舞。。

双石会演至高潮时双石会演至高潮时，，巡坝戏登场巡坝戏登场。。官员在官员在
石坝上边巡视边说话石坝上边巡视边说话，，随从人员恭谨唯唯而随从人员恭谨唯唯而
听听。。据说这是效仿当年吴仲治理通惠河的事据说这是效仿当年吴仲治理通惠河的事

迹。说的内容是坝某处应修，河某段应浚，也
是借祭祀演戏之机向官衙建议。巡完石坝再
去土坝，巡坝队伍前有锣和长号开道，随之有
伞、扇、“回避”“肃静”、官衔牌，官员乘肩舆居
中，后有数排官兵，气势威严，煞有介事。经过
掣斛厅（今通济桥西南小公园）、石坝楼（城东
北隅，今纸箱厂一带）、南行至土坝（今三中东
门南），在防御外河水的土坝上巡查一番，继续
向南行到坝口黄亭子（今江米店东河边）巡查，
然后返回，由南小门进入东门瓮城卸妆，执事
仪仗交回西街杠房。

紧随巡坝之后的有亦舞亦唱的“莲花落”
“太平调”“打花棍”“地秧歌”“小车会”“跑驴”
“高跷会”最后督队。空旷地方有“五虎棍”“少
林拳”“耍叉”等种种表演。“茶水老会”或在路
边，或穿夹于各花会中施舍茶水。“进香老会”
在巡坝队伍前后，忙碌着向沿河八座神庙进
香。流寓通州的河南、安徽人也挤进人群，表
演“河南坠子”“凤阳花鼓”……自里河石坝到
外河沿，南到坝口，挤满男女老幼，观看各种表
演的人群如墙如堵。

祭坝后，官员们集于石坝衙门公宴。经纪
人等去城内各饭馆酒楼吃喝，好野味的人则去
运河边饭棚子吃刚出水的烧鲶鱼，也有人去里
河沿饭摊就着刚出炉的烧饼喝鲜鲫汤，图方便
便宜的人则在北门口吃小吃。

与春祭相比与春祭相比，，秋祭就简略多了秋祭就简略多了，，每年农历每年农历
九月中九月中、、立冬节之前立冬节之前，，粮帮陆续南返粮帮陆续南返，，择日举行择日举行
秋祭秋祭。。只是经纪首脑会同相关官员到通惠祠只是经纪首脑会同相关官员到通惠祠
与天后宫上香与天后宫上香，，然后到石坝然后到石坝、、土坝察看即结土坝察看即结
束束。。其间也请北关的小车会其间也请北关的小车会、、高跷在北门口一高跷在北门口一
带走走会带走走会，，但表演时间较短但表演时间较短，，没有春祭的气没有春祭的气
氛氛。。清朝末年清朝末年，，朝廷将征粮改为折征银两朝廷将征粮改为折征银两，，陆陆
运兴起运兴起，，漕运废除漕运废除，，开漕节随之消失开漕节随之消失。。根据著根据著
名作家王梓夫长篇小说名作家王梓夫长篇小说《《漕运码头漕运码头》》改编的同改编的同
名电视剧名电视剧，，再现了开漕节的壮观景象再现了开漕节的壮观景象。。

作为一种民间音乐，
通州运河号子是指流传在
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漕
运兴盛期间，每年运粮漕
船二万余艘，官府的水师
船和商船一万余艘，浩浩
荡荡，首尾衔接十几里，运
河号子响连天，“十万八千
嚎天鬼”，回荡着船工们的
酸甜苦辣。

通州的运河号子大体分为 10种：即起锚号、揽
头冲船号、摇橹号、出仓（或装仓）号、立桅号、跑篷
号、闯滩号、拉纤号、绞关号、闲号。有着独特的风格
特点，可概括为：水稳号儿不急，词儿带通州味儿，北
曲儿含南腔儿，闲号儿独一份儿。

“水稳号儿不急”是由运河的性格决定的。运
河是人工开凿的河，水势平稳和缓，像母亲一样安
详温柔，滋润着两岸人民，体现着一种阴柔之美，运
河号子也有运河一样的浑厚、有力、平缓、优美、抒
情味儿。

“词儿带通州味儿”主要体现在唱词多用儿化音
和具有通州地方特点的衬字、衬词，散发着北京民歌
中的京味儿和乡土气息，通俗易懂、幽默风趣。

“北调儿含南腔儿”是指运河号子含有南方民歌
音调，尤其在悠长、速度较慢的曲调中表现更为明
显。《日下旧闻考》记载，“自潞河南长店四十里，水势
环曲，官船客舫骈集于此，弦歌相闻，最为繁盛。”据
最后一位通州运河船工号子自然传承人赵庆福
（1930-2018年）老先生回忆，小时候听老人说，通州
运河号子是从南方漕运的河民学来的。

“闲号儿独一份儿”也与运河的特点有关。不
为劳动而唱的号子称为“闲号儿”。运河水势平稳，
没有需要经过惊心动魄的拼搏才能过去的急流险
滩，整个活路并不十分劳累，船到码头尚未卸船间
隙，领号儿人有精力有心情和船上、岸上的人交流，
唱“闲号”。

1987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采编人员
在运河沿岸附近村子走访时，还有一些老船工能唱
运河号子；200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时，通州
挖掘整理了16首运河船工号子，是目前大运河沿线
的船工号子中保存数量最多、流传地域最北的。

遗憾的是，老船工赵庆福老先生于 2018 年去
世。新生代的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接班人则继承了
老船工的喊号子事业，在通州的中小学生中学习传
唱，并把它与新的舞台艺术形式融合创新，使其在新
时代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力。

漕运节庆：开漕祭坝 通州独有

漕运会馆：地方风俗 生动汇聚

漕运码头：见证北京建城史

运河号子：劳动之声 响彻至今

村落名称：历史遗存 内涵丰富

漕运漕运春春秋秋

●因漕运成村

通州带“厂”字的村名有好几个，比如砖厂、竹
木厂、瓜厂、皇木厂等，多因朝廷或地方政府设置的
各种厂而得名，在厂旁形成的村落，就以厂名为村
名。砖厂是明代运河中码头旁存放南方所造城砖
的地方，竹木厂则是兴建北京各工地和官民办事搭
棚所需南方竹木的存储地，瓜厂以主要存放销售南
方所产木瓜市场而名。

通州有两个皇木厂，一南一北，都在大运河
畔。南边的张家湾镇皇木厂村，与明永乐年间明成
祖朱棣修建北京城有关。当年，大批官员前往大江
南北采伐楠木、铁梨木、柏木等珍贵木材，沿大运河
运至张家湾码头存储。由于数量巨大，需要建厂管
理，再调运到北京的施工现场，于是昼夜人喊马嘶，
一片繁忙，此地也因存放皇家所用木材而名皇木
厂。北面永顺镇的皇木厂，同样是因存放皇木而得
名，只是此厂是在明嘉靖七年吴仲重修通惠河和疏
浚张家湾以北运河以后建的皇木厂，比张家湾镇的
皇木厂晚建了120多年。

●因护堤而名

通州有几通州有几个村庄名称中有个个村庄名称中有个““楼楼””字字，，如西集镇如西集镇
有耿楼村等有耿楼村等。。明清两代明清两代，，朝廷为防备河道决口淹没朝廷为防备河道决口淹没
村庄田园村庄田园，，每到雨季每到雨季，，就设防汛机构就设防汛机构。。沿紧要河道沿紧要河道
关键河段两侧关键河段两侧，，驻防兵丁或吏役驻防兵丁或吏役，，昼夜望护守河岸昼夜望护守河岸，，
一旦发现有涨水危险一旦发现有涨水危险，，便组织防护便组织防护。。

同时，为防止河水溢出，还在河道两岸的洪泛
区边缘筑起长堤，堤随河道走向弯弯曲曲。古代将
狭窄长曲的堤防雅称为“楼”，负责一段河堤的吏役
或兵丁首领所居住的村庄，就以其所管的堤段为
名，称“某家楼”。“耿家楼”即缘于此，后来慢慢去掉
家字，改称为“耿楼”了。

●因堵口护岸而名

西集镇的儒林村、肖林村和陈桁村，还有漷县
镇的榆林庄村等村名，都是为了运河堵口、护岸、砸
木桩需要而形成的。

古代运河经常泛滥，大水冲毁堤岸，既影响漕
运又淹没田园，须及时用大量树干和枝条，砸桩挡
土，堵口护岸。于是，朝廷指派官员在河道险处的
岸边提前栽植树木，为节省时间，以防不虞能就近
伐树取用。

榆树木质坚硬不易浸朽，所以当时多种榆树。
在护河的榆树林旁形成的村子就叫榆林庄。有明确
管理官员的树林边形成的村子则以姓氏命名管理官员的树林边形成的村子则以姓氏命名，，儒姓儒姓
官员管理的树林旁就是儒家林官员管理的树林旁就是儒家林，，肖家林亦是如此肖家林亦是如此。。

此外邓家窑与烧造砖窑有关此外邓家窑与烧造砖窑有关，，张家湾烧酒巷村张家湾烧酒巷村
亦因用漕粮造酒而得名亦因用漕粮造酒而得名，，靛庄因明代在此设青靛庄因明代在此设青、、蓝染蓝染
料作坊而得名料作坊而得名，，西集则以农村集市贸易场所命名西集则以农村集市贸易场所命名。。

这些村巷名称这些村巷名称，，充满丰富的历史内涵充满丰富的历史内涵，，在城市在城市
副中心的规划建设中副中心的规划建设中，，应当尊重历史和历史文化应当尊重历史和历史文化，，
保留民间文化的传承保留民间文化的传承。。

北京北京，，通州通州，，张家湾皇木厂村张家湾皇木厂村。。

张家湾城砖窑藏张家湾城砖窑藏，，通州区博物馆藏通州区博物馆藏。。

运河遗乐运河遗乐，，通州区委宣传部供图通州区委宣传部供图。。摄影摄影//丁帮学丁帮学

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入选北京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入选北京市首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遗产名录，，图中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故事被编成了图中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故事被编成了
舞蹈舞蹈，，通州区文旅局供图通州区文旅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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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副中心加快打造
国际交往新高地

深入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习贯彻党的二二十大精神十大精神

北京城市副中北京城市副中心心生生机勃发机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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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曲经纬

市疾控中心城市副中心新址建设迎来新
进展。昨天上午，市疾控中心新址建设主体
结构宣布开工。总建筑面积增加2.5倍，实验
室面积翻番，新址建成后将解决市疾控中心
现址面积不足、分散办公的瓶颈，四大核心能
力全面升级。针对新冠疫情的核酸检测和基
因测序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及时了解新冠
病毒株变异情况，指导疫情防控，为全市和城
市副中心提供与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相匹
配的高质量卫生健康保障服务。

实验室用房面积翻番

市疾控中心新址位于宋庄镇双埠头工业
园区，建筑总面积12.45万平方米。与原址相
比，整体建筑面积增加了 2.5倍，实验用房面
积从 2.4万平方米增加到 4.6万平方米，将近
翻了一番。新址建成后实验室检测能力将从
现有的 1100 项增加到 1800 项，微生物、理化
检测量都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实现翻番。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于建平介绍，新址将
整合资源，提高实验楼面积的综合利用率，建
设技术一流的科学型、节约型实验室楼。新
址实验室能够集中技术人员和设备的优势开
展更多专业职能，开展更高、更强的科研工
作，发挥全国多个专业领域带头作用。

建设疾病防控基础设施群

新址还将建成独立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紧急应对中心、健康教育体验中心、菌毒种保
藏中心以及融合科研教学的全球健康中心。
打造包括综合业务楼、全球健康楼、卫生应急
楼、理化检测楼、微生物检测楼等 9栋主体建
筑在内的疾病防控基础设施群。从健康知识
普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健康信息整合以
及突发事件处置等全方位提升北京市疾控中
心各项业务能力。

“新址新增6000平方米健康科普教育馆，
面向市民开放。”于建平说。健康科普教育馆
每日可接待参观体验人员 2000人，展示疾病
预防控制历史、科普公共卫生健康知识，面向在校学生为重点
的全人群开放，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还可为卫生行业人员提供
专业宣教和培训。

新建应急中心，平时作为中心流调队员、检测队员、应急
队员的演练培训和轮训基地，战时可转化为应急协调指挥
部。7000平方米人防工程也将为城市安全增添一份保障。此
外，新址还要扩大全球健康中心的面积，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公
共卫生机构开展相关研究和交流。“我们要在国际公共卫生治
理方面，多多发出北京的声音。”于建平说。（下转2版）

副刊·文化
副中心副中心““三大建筑三大建筑””正在加紧建设正在加紧建设。。 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2023年精彩亮相

政协通州区七届二次会议闭幕
赵磊孟景伟赵玉影出席

张德启主持
本报讯（记者 张丽）昨天下午，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通州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市委常
委、区委书记赵磊，区委副书记、区长孟景伟，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玉影出席闭幕大会。

区政协主席张德启主持会议。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还有吴孔安、尚祖

国、甄宇、冯利英、田春华、金文岭、吴涛和陈
立军。

大会审议通过了政协通州区第七届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关于政协通州区第
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
于政协通州区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
工作报告的决议。

会上，区政协常务副主席尚祖国作关于政
协通州区七届二次会议提案征集情况的报告。

会议期间，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各人
民团体、各界别、各专门委员会紧紧围绕中心
工作，把握民心民意，认真撰写提交提案，为
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截至 1月
3日下午6时，大会共收到提案281件，委员线
上提交率达 100%。其中，党派团体提案 16
件、界别提案29件、委员提案236件。

当天下午还召开了第三次全体会议，闫
浩等九位委员分别代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
工商联，围绕推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
主题，聚焦推动产业发展、提升三农工作水
平、保障城市安全、改善医疗卫生环境等领域
满怀激情献良策。

张德启在讲话中说，七届区政协牢牢把握
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全体政协委员紧密围
绕中心工作、服务发展大局，勠力同心、砥砺前
行，在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广泛凝聚共识、
高质量协商议政、精准反映社情民意、务实开
展基层协商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委员读书、基层协商等一系列创新工作得
到了全国政协和市政协的充分认可。

张德启说，新的一年，区政协将紧扣区委
全会提出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乡村振兴、
区域协同、绿色发展、民生改善、城市治理等
中心任务，进一步主动全面履职，增强履职实
效，努力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希望政协
委员坚定立场、提高站位，在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广泛凝聚共识上追求更高境界；发挥优
势、主动担当，在服务全区大局、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上谱写政协篇章；致力民生、履职为
民，在增进民生福祉、参与社会治理上展现强
烈担当；强基固本、守正创新，在增强履职本
领、提升履职实效上实现更大突破。希望在
服务和推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
践中，看到更多政协委员的奋斗身影，听到更

多政协委员的睿智建言，涌现更多履职尽责
的优秀委员，以模范行动高标准完成党和人
民赋予的重任。

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领导班子成
员，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出席大会。
区委、区政府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街
道、乡镇及有关单位的党政正职，部分双管单
位、中市属单位和企业代表列席大会。

本报讯（记者 孙云柯）2023 年，城市
副中心将加快推进运河商务区重点组团、
文化旅游区北部地块四大产业项目和各
类总部项目建设，实现行政办公区二期基
本完工，副中心“三大建筑”精彩亮相，人
民大学通州校区一期建成投用、东六环改
造工程建成通车。这是记者 1 月 5 日从通
州区两会上了解到的。

走进副中心“三大建筑”之一的图书馆，
施工人员正在紧张安装宛如“云朵”的白色天
花板，力争春节前安装完毕。目前，图书馆标
志性的“山谷门厅”景观已经初现雏形。蜿蜒
的主通道极具美感，两侧形似“山坡梯田”的
阅读区搭好了基础结构。待工程竣工开放
后，每一层“山坡梯田”都可供市民阅读休闲，
营造“临山间于树下”的阅读体验。

图书馆项目工程技术部长王佳乐介绍，
该项目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地上三层，
地下一层，目前已经完成外立面亮相，正在
进行室内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建成开放后
日接待量约为5000至8000人次。

图书馆周边，另外两大建筑——首都博
物馆东馆、副中心剧院同样在加紧建设。目

前，“帆船”造型的首都博物馆东馆已经初露
芳容，工程屋面幕墙基本完成，室内普通装
修已完成60%以上。副中心剧院又名“文化
粮仓”，包括歌剧院、音乐厅和戏剧院及室外
剧场，目前各场馆外立面已全部亮相，正进
行室内机电、舞台设备安装及精装工程，以
及设备的调试和试运行。

“三大建筑”整体项目预计将于 2023年
底竣工，实现精彩亮相。建成后，“三大建
筑”将成为城市副中心的文化中心、活力中
心、市民文化休闲娱乐中心，打造本市又一
代表性的新地标。

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一期也将于 2023年
建成投用。目前，北区学生宿舍一期已完
工，西区一期、学生宿舍二期正进行装饰装
修、机电工程安装，南区学部楼群、学生事务
中心楼群已完成主体钢结构封顶，正在进行
楼承板、二次结构、机电安装工程施工，这些
项目都将于2023年底前完工。

城市副中心东夏园综合交通枢纽项目
是通州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工
程。项目紧邻 6 号线东夏园站，承担副中
心与中心城以及东部发展带各新城间客流

交换任务，是副中心对外交通与内部交通
核心衔接点。该项目预计 2023年 7月枢纽
主体完工，达到地面部分开站条件。

正在地下掘进施工的东六环改造工程
也进展顺利，东线隧道“运河号”盾构机已于
近日实现二次始发，正式开启东线隧道下半

段征程。2023年底工程完工后，既有东六环
路将改为地下双向六车道，地面以上原有东
六环主路将建成高线公园。该项目未来将
大幅缓解东六环路交通拥堵，对提升北京市
交通服务水平，促进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
等具有重要意义。

与环球影城互为补充 2025年前后投入运营

城市副中心文旅区落位五大项目升级消费
本报讯（记者 孙云柯）2023年，城市副

中心将全方位开展特色促消费活动，大力发
展首店经济、夜间经济等消费业态，打造“环
球影城×大运河”国际消费体验区，推进景
区消费向全域消费、日间消费向全时消费、
传统消费向新兴消费转变。这是记者1月4
日从通州区两会上了解到的。

目前，副中心文化旅游区规划北部产业
带已经落位五大重点项目，现已全部进入施
工阶段，预计将于 2025 年前后陆续完工并
投入运营。其中，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项
目与环球主题公园仅一路之隔，建成后游客

可前往北京市最大的奥莱MALL购买时尚
名品，入住满足各年龄段需求的微度假主题
特色酒店，同时还能打卡新锐网红餐厅，感
受艺术展览以及“芬芳书社”等多元文化氛
围。未来，这里将建设成为与环球影城互为
补充、服务广大市民的闪亮商业明珠。

通马路综合交通枢纽和环球北综合交
通枢纽是“枢纽+星级酒店+商业”一体化综
合体项目。建成后，游客可直接实现多种交
通方式“无缝换乘”，还可以享受周边中高档
酒店、文化商业街、主题剧院等业态带来的
优质服务。另外，国际人才社区将为副中心

国际型人才提供约 700多套高端人才公寓，
并配套国际医疗、精品商业等国际化生活设
施，形成汇聚多元文化、宜居宜业的“类海外
环境”；首旅集团总部大厦用于首旅集团总
部及其下属企业办公，将充分发挥首旅集团
在旅游商贸服务业的龙头作用，促进优质文
旅产业要素聚集，带动副中心文化旅游功能
发展。

文化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
期间园区将有约81公顷、173万平方米的经
营性用地推向土地市场，广阔的土地资源和
巨大的商业机会将进一步释放。园区将聚焦

主题旅游，重点发展培育 IP设计、数字创意、
潮流体育、演艺娱乐四大细分产业，阶梯式培
育、吸引高端产业资源和创新要素不断集聚。

为此，园区精心谋划了集全球顶级运动
健体、艺术展览、潮流赛事于一体的Endeav⁃
or City 城市运动中心项目，对接了国内顶
尖原创音乐剧和动漫 IP 创作运营团队；储
备了通视界文化中心项目，打造国内顶级的
多功能剧院，引入原创华语音乐剧、国内优
秀动漫 IP，融入VR、AR等国际前沿数字技
术，为观众带来数字化的、沉浸式的高品质
感官享受。

昨天下午昨天下午，，政协通州区七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政协通州区七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