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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通州
赤子之心 心灵家园

明嘉靖二十七
年（1548 年），巡仓
御 史 阮 鹗（1509-
1567 年）于州治右
侧（文庙西侧）创建
通惠书院，是一所
为士子准备科举而
讲学的书院。阮鹗
为桐城（今安徽桐
城市）人，属于学者
型官员，热心阳明
心学，嘉靖二十三
年（1544 年）进士，
授南京刑部主事，
后被提升为御史，
巡按顺天府。明代
杨行中《通惠书院
记》记载阮鹗到通
州视察粮仓，进通
州文庙拜谒孔子，

“既毕，升堂讲学，
闻诸生肄业无所，
慨然念之，就学宫
左右地大为创辟。
既成，名曰通惠书
院 。 以 地 迩 通 惠
河，且其河为督仓
察院所经理者也。”

在阮鹗的创建
与督理推动之下，通
惠书院学风甚佳，

“诸士子朝升于堂，
得以正其业于师；退
息于院，得以考其道
于友。时修祀事，又
得以景行先哲，以起
其效法之思。”

该 书 院
是撰写《通惠
书院记》的通
州乡贤杨行
中 创 办 的 。
杨行中作为
通州乡贤，归
乡后兴办书
院 ，倡 建 学
宫，修建文昌
阁，又为通州
编 修 志 书

《通州志略》。

通惠书院

杨行中
书院

闻道书院

该书院由通
州乡贤马经纶（门
人私谥其为闻道
先生）于万历十九
年（1591 年 ）创
办。马经纶曾任
河南道监察御史，
因言获罪，被黜归
乡后，在通州家中
诵读经史，接济乡
里。万历二十九
年（1601 年），李
贽到通州后就住
在好友马经纶的
别业里，每日研读

《易经》、讲学，撰
写《九正易因》。

双鹤书院

明 万 历
三 十 九 年
（1611 年）户
部尚书李三
才因反对明
神宗的太监
而 获 罪 ，辞
官 还 乡 ，在
张家湾自家
双鹤轩创建
双 鹤 书 院 ，
讲 学 授 业 ，
李三才去世
后停办。

潞河书院

清代，通州
有两处“潞河书
院”：较早的一
个由康熙五十
九年（1720 年）
仓场总督张仪
朝令知州朱英
在通州旧城西
门内创建，后因
耗资颇大，又因
坐粮厅亏欠库
银而抵押书院，
所以没多久就
关张了。光绪
二十九年（1903
年）在其旧址建
立了通州官立
小学堂，完成了
它的时代转型。

略 晚 的 一
个是传教士建
的八境神学院，
光 绪 十 九 年
（1893 年）改称
潞河书院，后成
为华北协和大
学与通州潞河
中学。该书院
及其后来的学
府不但是通州
教育从传统向
现代转型的引
领者，其贡献从
通州到全国、从
当时到现在，一
直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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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之畔，深厚的文化积淀孕育了大批
文人墨客，产生过现代和当代“作家群”：享
誉中外的现代作家刘白羽，生长在大运河
北端通州城中西海子湖畔；名闻世界的乡
土作家刘绍棠，出生在大运河东岸的西集
镇儒林村；毛泽东主席曾赞许过的红学家
李希凡，出生在通州城中的三官庙胡同；当
代著名作家、北京人艺创作室主任王梓夫，
出生在隋永济渠帮道（今凉水河）的南岸驸
马庄村……今天，这个“作家群”还在不断地
成长壮大。

刘绍棠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运河之子”。
幼年成才，13岁开始发表作品，20岁成为中国
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
文坛的“神童作家”。曾多次载入《世界名人录》

《世界作家名人录》。1991 年获国务院颁发的
“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证
书。曾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作家协
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
协会副主席。

刘绍棠的人生、文学创作无不与通州息息
相关，与运河血脉相连。《运河的桨声》《蒲柳人
家》《京门脸子》等作品，不仅时代背景、地理空
间与运河息息相关，更有生长在运河畔的永恒

的主人公，可谓写尽了运河情、运河人、运河
魂。对于运河在自己心目中和创作中的地位，
刘绍棠说：“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
土题材，这是我致力乡土文学创作的四大准
则。满怀感恩戴德的孝敬之心，为我的粗手大
脚的乡亲父老画像，以激情的热爱灌注笔端，描
写我的家乡京东北运河农村那丰富多彩而又别
具一格的风土人情，为家乡的后辈儿孙留下艺
术化的历史写照，同时也使外地人，甚至外国
人，通过我的小说，了解我的家乡，喜爱我的乡
土，这便是我今生文学创作活动的最大野心，也
是我实现鲁迅先生创作思想的志愿。”

王梓夫，著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漕运码
头》以时世巨变的道光一朝为背景，对影响封建
王朝深远的漕运历史及流弊进行了详细考察，
充分展示了大清王朝由盛而衰之际，从王室到
朝堂中枢，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忧患与挣扎。
最新作品《梨花渡》写改革年代的运河传奇，是
对运河主题的延续与深入挖掘。

此外还有浩然、李希凡、高占祥
等作家。浩然的文学创作之路以及
相关的文学工作，都与通州紧密相
关，他赞扬通州风水好、水土好、出作
家，把通州当成自己的生活基地。

（上）
三千里大运河运载的是漕粮商货，流淌的却是厚重丰富的艺术文化。文化艺术所滋养的不仅

是经济命脉，更是民族的素质尊严。北京社科院历史专家吴文涛在《大运河对北京的历史文化意
义》一文中指出：京杭大运河“既能将京城文化流传到全国各地，也使北京吸收各地文化元素，兼容
并蓄集大成，从而形成引领文化潮流、对全国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文化中心。”

作为北方的漕运枢纽和京城门户，通州运河文学艺术的特点表现得尤为典型，它们不但穿越了
不同的时代，而且从国内走向国际，在异国的舞台上，绽放出自信绚丽的光芒。

通州运河风物故事颇具典型性，有《宝塔镇
河妖》《铜帮铁底古运河》《八里桥的故事——扒
拉桥》《不挽桅》《乾隆游通州的奇闻逸事》《萧太
后河的来历》等民间传说故事，生动演绎了通州
运河漕运与帝王将相、河工百姓的关系。如此
集中的运河传说故事，充满丰富的想象力和曲

折的情节，本质上是生活在运河沿岸的老百姓
对于日常生活所见的水系风物景观的解释性联
想，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在大运河沿线的其他
任何城市都是很难找到的。对于通州的这些民
间故事，郑建山《大运河的传说》一书已做了初
步整理汇编，现仍在继续搜集之中。

大运河是一条小说之河。冯梦龙、吴承恩等
著名小说家即使不是京杭大运河岸边或邻近地方
的人，也往往有在运河文化圈城市中生活过的经
历。长江以北的运河沿岸城市，如山东段的临清
等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也是故事的发生地。《金
瓶梅》所写既有繁荣的商业现象，又有西门庆的商
业发迹史以及具体的贩盐、卖生药、搜集商业信息
和兼并小商业点等等商业行情，比较全面地再现
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张家湾，则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百余
年来，红学日盛，流派分立，著述纷出，各领风骚。
但曹雪芹逝世的年代与埋葬地点从来都聚讼纷
纭，没有结论。1968年，在张家湾“大扇地”出土的

“曹雪芹墓葬刻石”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此后，“曹
雪芹与张家湾之关系”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这关
系到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生活源泉。于是，人
们挖掘张家湾的风俗人情，对照《红楼梦》中的相
关场景，试图为《红楼梦》找到创作的生活源泉，为
曹雪芹找到魂归之处。

1992年 7月 31日，发现曹雪芹墓葬刻石成为
《北京日报·郊区版》首发独家新闻后，上海《解放
日报》、香港《明报》等14家中外报纸登载这一要闻
与评论。《北京日报》开辟“曹雪芹墓石争鸣”专栏，
共发表50余篇文章，讨论长达半年之久，使红学研

究在多年的沉寂之后重掀高潮。
曹家与张家湾的关系，有史可考的记

载是清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江宁织
造曹复奏家务家产折》所述：“奴

才到任以来，亦曾细
为查检，所有遗存产
业，惟京中住房二
所，外城鲜鱼口空房
一所，通州典地六百
亩，张家湾当铺一
所，本钱七千两，江
南含山县田二百余亩，芜湖县田一百余亩，扬州旧
房一所。此外并无买卖积蓄。”据传曹家当铺就在
花枝巷内南侧，门面朝北。

至于文学性的描写，可发现关联的印记则更
多。《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见“太虚幻境”后，
带女儿英莲至“十里街”看过会热闹，第十九回上
元节后，贾府余兴未尽，贾珍又在东府搭台唱戏和

“扬幡过会”，都可能与张家湾当年的“过会热闹”
有关。古代，数档花会在大街上表演，依次往预定
方向转移，边走边演，直到终点在某庙宇内上香完
毕方散，其表演方式对表演者而言称“走会”，对观
看者而言，因花会从各户门前经过便称“过会”。
古谣云“京畿花会何可观，十人九说张家湾”，可见
一斑。除此之外，相关的对照还涉及黛玉回家登
舟之处、刘姥姥带到贾府的土产、栊翠庵和地藏庵
等多处细节，“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
无”，曹雪芹的创作与张家湾之间的关系，奥妙无
穷。1992年 7月 25日，冯其庸在张家湾看过曹雪
芹墓石后，写了《题曹雪芹墓石》（四首），其中有
云：迷离扑朔假还真，踏遍西山费逡巡。黄土一抔
埋骨处，伤心却在潞河滨。

繁花繁花

讲学授业 思想萌芽

红楼梦
小说之河 古代文明结晶体

运河故事
口述历史 民间底本

运河的商贸促进了文化的繁荣。通州的书
院曾是京东地区的重要人文景观，给通州带来
了全新的气象。明代北京有8所书院，其中通州
就有 4所：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闻道书院、双
鹤书院，可见当时的文化风气之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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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文化

被 翻 译
成 多 国 语 言
出 版 的 刘 绍
棠作品，通州
区档案馆藏。

通 州 文
庙主要建筑
大成殿，又称
学宫，创建时
间要早于北
京文庙，是通
州文化教育
先进的生动
见证，通州区
博物馆供图。

曹雪芹石像曹雪芹石像

刘绍棠，
通州区档案
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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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
生）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到平
谷区调研检查疫情防控工作。他
强调，农村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地
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疫情防控的一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全面抓好“乙类乙管”方
案细化落实，围绕“保健康、防重
症”，针对农村地区特点把各项防
控举措谋划得更细更实，最大程
度保护农村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市委副书
记刘伟一同调研检查。

位于平谷区马坊镇的百康药
房马坊分店里，药品、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等 2700 余种商品分类
整齐码放。尹力走进药店察看
日常运营情况，了解药品货源调
配、保供稳价等情况。每日客流
有多少、群众当前最需要的药是
什么、供货是否充足、目前有什
么困难……尹力详细询问，随后
还“四不两直”检查附近的健康云
药房药品供应情况。尹力对属地
负责人和药店经营者说，疫情期
间，群众手里有药才能心里不
慌。要千方百计做好药品保供稳
价工作，加强物流配送能力，畅通
线上线下购买渠道，尽量满足群
众购药需求。同时加强执业药师
配备，做好用药咨询指导，引导大
家科学理性购买和使用各类药
品。进一步优化店内各类药品布
局，有条件的增加核酸采样功能，
为群众提供更多便捷服务。

马坊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
有全科、内科、外科等8个诊室，下
属6个卫生服务站、10个村级卫生
室。尹力走进门诊大厅、中医馆、
内科诊室、120急救工作站，详细了
解发热门诊接诊量、药品采购供
应、床位使用量和急救转运等情
况。尹力指出，乡镇医疗卫生机构
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要
完善基层首诊、接诊、转诊流程，与
医联体核心医院加强衔接；加强对
下属卫生服务站和村级卫生室的
指导，帮助提高健康服务能力，及
时发现收治有住院需求的患者。
随后，尹力来到东店村卫生服务站
看望慰问乡村医生，详细询问药品
配备、医保报销等情况。尹力指
出，要进一步提高卫生服务站医疗
服务水平，及时满足农村居民就近
就医和诊疗服务需求，做到患者诊
治“应早尽早”。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机构要发挥哨点作用，加强就诊
监测，为有效防控疫情提供支撑。

北京沃德辰龙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是集家禽育种、鸡肉食
品、数字经济三大业务板块的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内市
场占有率达50%以上。尹力察看
雏鸡处理车间和智慧蛋鸡大数据
平台，叮嘱公司负责人要全力推进复工复产，做好员工健康管
理和监测，筑牢企业防疫屏障。锚定国际种业科技创新最前
沿，加大研发力度和自主创新，依靠创新链提升价值链。做好

“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的文章，打造农业旅游目的地，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活力。

尹力在调研检查时强调，要健全农村疫情防控体系，提
高患者接诊转诊能力，农村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
生院）发热诊区诊室“应设尽设”，为患者提供接诊和开药
服务。完善网格化三级医疗救治体系，加强医疗资源统筹
调度，及时分流收治。照顾好老幼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做好
健康监测，畅通转诊绿色通道。及时处置重症风险，加强医
务人员培训，提高对重症高风险人群的识别、处置和分类分
级健康服务能力。加快推进农村老年人疫苗接种。加强农
村居民健康宣传和教育，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健康咨询、普及
健康知识，引导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市领导赵磊、卢彦参加。

驱车行驶在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与中
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之间，一座街角巨型“灯
笼”终于揭开神秘面纱。作为“点亮”城市副
中心的地标性建筑，日前，项目建设方兑现了
承诺——东夏园综合交通枢纽年底前完成外
立面亮相。一座承载 15万人出行和换乘的
交通枢纽距离竣工投用越来越近。

东夏园综合交通枢纽项目位于城市副
中心通济路与运河东大街交叉口东北角，地
上 6层、地下 2层，建筑高 36米，总占地面积
2.18公顷。这一交通枢纽主要承担地铁6号
线、M102号线（规划）与公交、自行车换乘功
能，联络七八条区域微循环公交线，以及两
三条副中心与中心城的普通公交线，服务周
边约 15万人的出行和换乘需求。如此庞大
的枢纽内，不止有交通功能，作为“站城融
合”的活力中心，东夏园综合交通枢纽内还
植入共计 1.7万平方米便民服务空间，为半
径3公里区域提供组团级商业服务。

“灯笼”造型无疑是东夏园交通枢纽设
计的点睛之笔，经过三个半月集中建设，终
于亮相。据介绍，其内部具有咖啡厅、旋转
楼梯、观光电梯等功能，与主体建筑二层和
四层通过连廊相连。

“灯笼柱施工是本工程最大的难点。”首
发集团公联公司城市副中心东夏园综合交通
枢纽现场指挥张洋说道。灯笼柱由 24组从
地下二层底板直升至地上四层、高度超过20
米的斜柱和中间Y型柱与环形梁交织而成的
树状结构组成，材料加工、安装精度控制等方
面给施工团队带来极大挑战。（下转2版）

东夏园综合交通枢纽外立面亮相

点睛之笔街角“灯笼”初露真容
本报记者 曲经纬

位于张家湾镇梁各庄村的通州棚改项
目，即将从水淹频繁、渗漏倒灌不断的水患
之地，变身为一项“零渗漏”的标杆工程。记
者近日从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获
悉，该项目10号楼与15号楼顺利封顶，正在
进行二次结构及外墙防水穿插施工，预计今
年年底有望实现竣工备案。

通州经济开发区西区南扩区棚户区改
造项目位于张家湾镇梁各庄村与城市副中
心 1103街区，毗邻副中心城市绿心公园、张
家湾设计小镇以及大运河森林公园。这一
棚改项目工程总建筑面积 15.56万平方米，
包括 18 栋单体楼与地下停车场等配套设
施。该项目也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确定的

“张家湾设计小镇”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北京市重要民生工程，项目建成后

将可提供回迁住房 886 套，预计可安置近
2000 名原住户，让百姓从“忧居”走向“宜

居”。目前，该项目正处于主体与二次结构
的施工阶段。

梁各庄村地处通州区地势低洼地带，周
围水系发达，每当遇到持续降雨或暴雨极易
发生严重水患。项目建成后如何长期避免水
患问题，成为了施工的重大难点。此前排水
系统老旧使得村内频发雨水倒灌现象，村内
道路及村民家里也是水淹频繁，房屋被浸泡
后导致墙体开裂甚至坍塌的情况屡见不鲜。
水患长期以来不仅是梁各庄村民的“一根心
头刺”，更严重危及到了村民的人身与财产安
全，住上安全、宽敞、舒适的新楼房，成为许多
居民尤其是棚户区居民的一大梦想。

面对这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中建二局高
度重视回迁居民实际需求，始终致力于将打
造“零渗漏”工程放在首位，大力改善梁各庄
村民的居住条件，筑梦幸福工程。

在通州区这处地势格外低洼的“积水

潭”地区，中建二局与设计单位共同通过地
下防水材料优化、设计优化后浇带、地下外
墙防水保护层优化、地下室肥槽回填优化、
砌筑外墙增设反坎、户内暗敷给水管道保持
有压状态、优化电气导管埋设做法等一揽子
施工环节和技术，对施工图纸和工序进行了
全方位优化处理。

要想做到零渗漏，结构自防水是重要一
环。项目经理高志会表示，为避免混凝土浇
筑产生裂缝，消除混凝土结构渗漏隐患，项
目与商混站明确了预拌混凝土各组分配合
比，编制了混凝土供应技术协议合同，对混
凝土各项指标作出了明确要求并严格把控。

与此同时，该项目还建立了零渗漏质量
管理体系，成立零渗漏专项管控小组，全员
参与防渗漏质量管理。其中，通过规范防水
施工、做好成品保护和过程修复、强化验收、
分阶段进行淋（蓄）水试验和雨后渗漏排查，

以验证防渗漏体系的实际效果。“淋（蓄）水
试验是防水工程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我们
在施工过程中分阶段进行试验，真正实现对
全过程的有效管控。”高志会介绍，所有淋
（蓄）水试验必须经甲方、监理全程检查并签
字确认，办理好单项淋（蓄）水试验记录，验
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为了最终实现“零渗漏”的承诺，中建二
局在施工中持续优化方案，在车库结构连接
通道处增加了0.3毫米厚的PE隔离膜，增设
中置式止水钢板外墙防水保护层。不仅如
此，地下防水材料也被优化为非固化+自粘
卷材，地下外墙防水保护层优化为 70 毫米
厚模塑苯板加 120厚砖；地面、墙面、顶棚满
涂 1.5毫米防水涂膜增强防水效果；外墙墙
根部雨季容易出现渗漏，将砌筑墙根部增加
200毫米高防渗反坎避免渗漏隐患等，为回
迁居民建好“暖心”工程。

从“积水潭”到“零渗漏”标杆

副中心棚改项目多楼封顶今年亮相张家湾
本报记者 赵鹏 通讯员 封仁智

““灯笼灯笼””将通过连廊与主体建筑相连将通过连廊与主体建筑相连，，内部具有多种功能内部具有多种功能。。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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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生）昨天下
午，北京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三百
四十次会议暨首都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二百
八十九次会议召开，调度疫情防控工作。市
委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尹力主持会
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秀领，
市政协主席魏小东，市委副书记刘伟出席
会议。

会议指出，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
类乙管”，这是党中央综合评估病毒变异、疫
情形势和防控工作等作出的防控策略调整，
是因时因势优化完善防控政策、更好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体现了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体现了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的要求。要落实国家“乙类乙
管”总体方案及其配套的一系列文件要求，结
合北京实际实施好我市细化落实方案，最大
程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
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会议强调，1月8日是实施“乙类乙管”首
日，我市总体情况平稳有序，接下来要进一步
深化细化工作措施。要加强疫情监测，了解
掌握本市疫情流行水平、发展规律和病毒变
异情况，做好风险评估和预警。做好重点机
构、人群和地区防控，加强养老机构、社会福
利机构、学校等人群集中机构管理，优化完善
老幼病残孕等重点人群服务，强化农村地区
防控。做好医疗救治服务，分级分类救治患
者。强化支持保障能力，做好药品和医疗物

资供应储备，持续优化便民售药服务。提高
预防控制水平，大力开展疫苗接种，提高老年
人群接种率。引导市民群众树立“每个人都
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坚持科学戴
口罩、保持手卫生等良好卫生习惯，加强个人
防护。

会议强调，当前全市门急诊量稳步回落，
重症患者救治呈现向好趋势，但仍处于高
位。要聚焦“保健康、防重症”，全力以赴做好
医疗救治工作。千方百计抓好重症患者救
治，扩容重症救治资源，建立专家组分片巡查
指导机制，提高重症患者救治水平。强化社
区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做好重点人群底
数摸排、健康监测，加强医务人员培训，提高
对高风险人群以及重症的识别、处置和分类

分级健康服务能力。
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做好一季度工作，有序推进复工
复产，为全年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
础。落实惠企纾困政策，保障市场主体平稳
运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提振市场
信心，推动经济回稳向好。要提前谋划好节
日期间各项工作。做好春运组织，确保群众
有序出行、安全回家。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紧抓节日契机加大促消费力度，丰富市民群
众春节文化生活，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
围。抓好城市运行保障，维护好水电气热运
等“城市生命线”。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切
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止重特大安
全事故发生。

北京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三百四十次会议
暨首都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二百八十九次会议召开

尹力主持 殷勇李秀领魏小东刘伟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