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的永清渠碧波荡漾，成群的黑天鹅在水
面上翩翩起舞。河右岸一座座标准化的智能温室
大棚连接成片。以设施农业为基础开发的乡村旅
游项目更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近年来，北辰区全面落实中央和市委、市政府

关于全面深化河湖长制工作的部署要求，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压紧压实各
级河湖长责任，坚持和完善党政主导、属地负责、
分级管理、部门联动、全民参与的河湖管理保护长
效机制，聚焦农村环境突出问题，补齐农村人居环
境短板，大力实施水环境治理，助力提升农村水环
境质量，持续推进全区河湖长制从“有名有实”到
“有能有效”。

标本兼治

从“黑臭”到“绿水”有奇效

在双口镇前丁庄村，说起“东坑”没人不皱
眉头。过去，由于村里的污水收集处理设施不
完善，家家户户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了村东的
池塘里。久而久之，加上岸边堆积了大量的生
活垃圾，这个村里老人们记忆中清澈、宁谧的小
池塘，已经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黑臭水体，不仅
影响了村容村貌，更给村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
不便。
“夏天不敢开窗，飘来的臭味儿直往屋里钻。”

“过去搞过几次治理，清河道、清垃圾，但是治标不
治本。污水继续排、垃圾继续倒，没过几天又恢复
了原样。”说到“东坑”带来的烦恼，村民们打开了
话匣子。
“不把村里的污水彻底处理，黑臭问题很难根

治！”前丁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尚瑞斩钉
截铁地说道。作为村里的“一肩挑”，尚瑞同时肩
负着村级河湖长的职责。
借着全村污水管网改造和污水处理站建设的

契机，前丁庄村下决心从根本上消灭黑臭水体。
新的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从源头上解决了村民
生活污水收集和去向的难题，村集体先后多次开
展河道清淤、清理垃圾等工作，并在水中种植了5
亩荷花，放养鱼苗4000公斤，对坑塘周边进行绿
化美化。
如今的“东坑”不再是“臭水坑”，而是村民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穿过整洁干净的胡同，一座依
水而建的小公园映入眼帘。这里水清、岸绿、景
美，岸边种植了大量卫矛、柏松、牡丹、月季、冬青
等绿化植物。怡人的景色让人很难与垃圾成山、
臭气熏天的坑塘联系在一起。
随着河湖长制工作的全面落实，前丁庄村的

整体环境逐步提升。2020年，前丁庄村被评定为
“五星级村庄”。

黑臭水体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全域清洁
化，完成河湖长制重点工作任务的具体要求。
北辰区按照“区指导、镇推动、村落实”工作机
制和“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疏浚活水、生态修
复”的治理思路，通过加快补齐“控源截污”短
板和强化“长效机制”监管，标本兼治、综合施
策。截至目前，北辰区已完成 117条黑臭水体
治理，全面提升农村水环境面貌，为乡村振兴打
下了坚实基础。

协调联动

“吹哨报到”机制显神威

春末夏初的五月，正是外出郊游、踏青露营的
好时节。每到周末或节假日，西堤头镇曙光水镇
生态区常是朋友圈里争相晒出的“网红”打卡地。
支起形态各异的帐篷，铺上色彩斑斓的野餐垫，一
家老小、三五好友在湖畔的草地上野餐、踢球、放
风筝……谁能不爱这景美、水美、阳光正好的假日
生活呢？
近 5000 亩的湖面、56座风光旖旎的岛屿、

1500余亩荷花池、300余亩花海……因湖而建、
依水造景的曙光水镇从过去到处是坑洼的小鱼
塘，到现在建成碧波荡漾的生态景区，曙光水镇
以水资源整治为契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利用
资源优势把经济搞起来，让村民过上了好日子。
得益于河湖长制的全面推行，曙光水镇的水质得
到了进一步提升，成为北辰区生态文旅的一张亮
丽名片。
河湖旧貌换新颜，不仅让城市更美，也让人们

有了更多休闲娱乐的去处。随着越来越多河畔公
园的形成，既要兼顾公园的公共属性，又要保障河
道保护、河湖水质等生态需求，北辰区为此下了不

少功夫。
“河道环境优美了，过来游玩的人也多了起

来。伴随而来的露天烧烤、违规露营、非法捕捞等
行为越来越多。”北仓镇镇级河湖长、副镇长张晟
说。尤其是今年“五一”假期，由于受到疫情影响，
大多数人选择“不离津”，取而代之的是在家门口
亲近大自然。如何做好节日期间的河道管理，成
了张晟面对的棘手问题。
按照《北辰区河湖治理保护联防联控制度》

规定的“河湖长吹哨、部门报到”机制要求，北
仓镇及时“吹哨”，组织市海河管理中心，区水
务、城市管理等部门，联合镇综合执法队，在北
运河沿线开展水环境联合执法，劝阻烧烤、违规
露营和非法捕捞等行为。通过联合行动，该地
段共清理河边聚会烧烤点位42个、清退相关人
员 200余人，有效保护了北运河河湖岸线水环
境健康。
与此同时，区水务局在假日巡查时也发现了

永定新河中有摩托艇在河道违规航行的问题，第
一时间将问题上报给区河（湖）长办，并组织大张
庄镇、北辰经济开发区和区运管局到现场联合执
法、联合巡查，安排管理单位进行整改，从源头解
决问题。
河湖治理一直是过去难解的困局。“环保不下

河，水务不上岸”，部门职责交叉、条块分割，形成
了监管缺位和空白。

河湖长制全面推行以来，通过“河湖长吹哨、
部门报到”机制，属地与部门“跨界”合作，形成了
区域协同、部门联动、运转高效的河湖管护新格
局，上下游、左右岸共护一方碧水，一个个难题迎
刃而解。
此外，随着河湖长制工作的有序推进，北辰区

还开展了“清四乱”专项整治、健康大运河、清河湖
专项整治等一系列行动，有效提升了河湖管护水
平，河湖水质稳中向好。

示范河湖

高标准树典范助振兴

青光镇青光村北秦岗子干渠紧邻永清渠，
接壤长度达 1.6 公里，是区域内的主要用水来
源。这里土地肥沃、水系发达，长期以来一直是
村里的蔬菜种植基地，为青光村创造了可观的
经济收入。
2020年年底，借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收官契机，村里对村北秦岗子干渠及周边农田
地进行了全面清理。治理后的北秦岗子干渠入选
了市河（湖）长办“示范河湖”创建名单。
“这么好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仅是干净、

整洁浪费了这大好的水资源。”青光村村级河湖
长、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晓东道出了规划思
路，“结合创建活动，我们以北秦岗子干渠为基础，
依河傍水打造了沿河景观带，综合开发乡村休闲
旅游资源。”
农田绿了，河水清了，环境美了，青光村的经

济发展也朝着“绿色化”道路前行，真正把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如今，已成为“市级农村示范河
湖”的北秦岗子干渠，两岸槐树成荫，打造了莲花
池、假山、垂钓池、音乐喷泉等设施，节假日期间日
均接待游客1.2万人次，成为了青光镇的原生态乡
村名片。
河湖长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田”。创建示

范河湖，树典范、立标杆，进一步强化了河湖长制，
也激励了基层河湖长主动履职尽责。目前，北辰
区西堤头镇赵庄村圆梦湖、双街镇庞嘴村排水渠
等已完成示范河湖的创建工作，成为全面落实河
湖长制、抓好水治理、改善水质量、盘活水经济的
典范和样板。

晒出“成绩单”

履职尽责书答卷

水环境好不好，老百姓说了算。
每年，北辰区都会通过媒体或直面群众等方

式，主动向社会公开河湖长履职情况，各级河湖长
晒出“成绩单”，直接“向群众汇报”。
2021年，北辰区河湖长制全市排名第4，同比

上升6个位次；水质考核达标率为90%，同比上升
6.7个百分点；水体优良比例为50%。
全区深入落实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海绵

城市建设管控、城镇污水处理厂及农村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等40项河湖长制主要工作任务。在加
强水功能区监督管理方面，将地表水环境质量断
面监测任务纳入日常工作，依法依规审批排污口
设置，保护南水北调和引滦沿线水源地；推动
“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工作，开展河湖大清扫
和春季河湖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集中发现整改问
题165个，在河湖周边重点区域补植绿篱8360平
方米，栽植花卉27.7万株；专储500余万元防汛
物资，成立库房应急物资保障队，建立1292人防
汛抢险应急队伍，全面排查水利设施，发现整改
除涝隐患16处；加强管道养护，疏通管道25.66
万余米，维修更新1000余米管道，完成新区污水
处理厂网建设，改造西堤头镇东西片区5个雨污
混接点；打击涉河湖领域违法犯罪，处理涉河湖
违法案件22起，组织开展联合执法8次；培养选
树镇级“榜样河长”7名、村级“榜样河长”14名，
创建“示范河湖”19条，完成5条段市级“示范河
湖”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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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还迁房

早圆“安居梦”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陈振

北辰区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有实”到“有能有效”

扮靓美丽乡村 守护碧水家园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王音 摄影 孙冰竹

今年以来，宝坻区加快实
施还迁房民生实事项目，建设
高质量还迁小区，让群众早日
圆“安居梦”。
春夏之交，阳光炽烈。日

前，在宝坻区渠阳新苑还迁小
区建设现场，记者看到，35栋
高楼拔地而起，楼房主体结构
施工已经全部完成，即将开始
外檐粉刷和门窗安装。
“按照我们的施工计划，今

年11月份将完成所有的在施
项目，12月份陆续对结构进行
验收，12月底具备交用条件。”
渠阳新苑还迁小区项目执行经
理袁磊介绍说。
渠阳新苑还迁小区位于海

滨街道苏家屯村原址，可以满
足2035户还迁居民入住。区
住建部门和施工单位坚持最
严格的政府监督、行业管理、
监理监管，严把每道工序的质
量关，落实落细疫情防控和安
全生产管理措施，保障工程建
设顺利推进。
“在落实属地管理的情况

下，我们请第三方检测机构来
现场，对工人进行核酸检测采
样。在生活区同时设置了疫
情防控物资储备库，现场设置
材料静置区，外来材料先消
杀再静置，48 小时以后再投
入使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推动现场有序施工。”袁磊
介绍说。
“我们经常来这边看看建

设进度，眼瞅着自己的新家一
砖一瓦地建起来，真是激动！
用不了多久，我们住新房的愿
望就要实现了！”苏家屯村村
民张大爷喜滋滋地告诉记者，
他经常和邻居们一起到这周
边转转，一边唠唠家常一边畅
想着未来。
近年来，宝坻区把让老百

姓过上幸福好日子作为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高标准规划
建设还迁房民生实事项目。截
至目前，全区规划建设的48个
还迁小区已交付使用 46个，
3.59万户、9.1万名还迁群众喜
迁新居。

2020年年底，为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收官之战，北辰区对区域内的干支

渠、田间地头进行全面清理，使河道环境发生了质的改变。结合河湖长制的工作要求，北

辰区对永清渠右岸设施农业段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岸线环境旧貌换新颜，让群众真真正正

享受到了水环境改善带来的生态红利，为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提供了有力的水环境支撑。

冯先生又指着其中几张照片
说：“有一只汉代的绣花鞋，上边还绣
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几个汉字，说
明那时汉字和汉文化就已经传到那
里了。”我和姑母拿起照片观看，果然
绣花鞋左右两侧鞋帮上，分别绣有
“五星出东方”和“利中国”几个字……冯
先生还允许我拍了照（案：后来得知图中
之物是汉代蜀地织锦护膊，为国家一级
文物）。冯先生晚年搬家至通州郊外，他
总是动员叶先生也搬过去为邻。

叶先生对冯先生的学问与识见也
是非常敬重。2017年1月22日，冯先生
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叶先生为冯
先生撰写了挽联，上联是“瓜饭记前尘
中道行宽写梦红楼人共仰”，下联是“天
山连瀚海西游乐极植莲净土世同钦”，
落款为“叶嘉莹敬挽”。

因为史树青先生是姑母的大学同
学，所以我称呼他为“史伯伯”，是我非
常喜欢和尊敬的长辈，曾任中国历史博
物馆副馆长，是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史
伯伯长得慈眉善目，身体胖胖的，走路
慢慢的，一向待人平易，总是笑容可掬，
但对于“鉴宝”却一丝不苟。记得1974
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下午，我在我家“后
街”——复兴门内大街（西长安街延伸
部分）与佟麟阁路相交的路口附近，遇
到了正好要去我家的史伯伯。我陪他
走进我家东院墙外“小胡同”，这是一条
可以从长安街直接通往察院胡同中部
的小巷子，长度10米左右，宽度无法二

人并行，所以俗称“小胡同”，进到察院胡
同往右侧一拐，便是我家大门。正要走上
我家大门台阶时，史伯伯却踟蹰不前围着
地上的一张纸转起圈儿来，嘴里还不停地
嘟嘟囔囔着。

我定睛一看，原来地上是一张折叠得
有些残破的纸，看上去隐约是张地图。史
伯伯口中仍在不停念叨着“这是谁扔的？”
“这么好的地图，怎么就扔了呢？”“这是哪
一年的？”转了好几圈儿后，他慢慢地弯腰
从地上捡起了那张地图，小心翼翼地打开
一看，原来只是一张最新版的《北京城市
交通图》而已……

2006年8月，姑母带我同去史伯伯家
探望他，一起前去的还有一位中年女学
者。听那位女学者说：一直想去拜会史先
生，据说现在史先生身体不太好，他的夫
人既不允许他外出，也不允许他接听电
话，更不让别人去他家看望……但姑母给
史伯伯家打电话时，刚一报上姓名，史夫
人就把电话交给了史伯伯。史伯伯听闻
姑母要带我们去他家，非常高兴。我们在
他家时，他给我们讲述了不少他经历过的
“鉴宝艰辛”。临别时还赠送了我一张他
所收藏的“汉代瓦当”拓片，而且是我们去
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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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全国高
校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隐入了历
史的深处。这所让“废园”变成“燕
园”的大学，这所只有33年短暂历
史的大学，究竟是划过夜空瞬间即
逝的彗星，还是在中国教育史上永
放光芒的星辰？

有人说：司徒雷登校长不仅给燕大
留下一个最美丽的校园，还点燃了某些
无论如何覆盖不住的东西；有人说：燕园
“接纳了”北大，是燕园无人不称羡的“具
体美”融合了北大彪炳千秋的“永在美”，
故而日月合为“明”；也有人说：燕大虽然
当初只有文理科等留下并入北大，但燕
大留在燕园的历史与气质并未消失，而
与北大的传统和精神融为一体，“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共同铸就了今日燕园的
精神风貌……

时间的长河往往最能淘洗真正的
金子。那就让我们尽可能地拂去岁月
的风尘，去探求燕大真实的图景吧。

对于如愿买到勺园、淑春园遗址，司
徒雷登是很满意的。然而，真正从废园
变成“燕园”，其过程却是漫长而艰辛
的。唐克扬先生以此为“个案研究”，写
了一本书——《从废园到燕园》。

在这个从废园到燕园的过
程中，最重要的角色，无疑是司
徒雷登寄予厚望的设计师墨
菲。赖德林《中国近代建筑史
研究》一书曾谈到墨菲在燕园
设计方面的抱负：出于对中国

文化的热爱和实践中国传统复兴式建筑的
渴望，墨菲对燕园的设计踌躇满志，雄心勃
勃，“他要使燕园成为仅次于北京紫禁城的
建筑杰作”，并将其视为“生平之作”。就在
1919年和1920年交替之际，墨菲在燕大新校
址尚没有下落的情况下来到北京。他在北京
待了两个星期，和燕大校方“非常仔细地制定
了建筑方案”，然后回到美国，和他事务所的
合伙人华纳一起，很快就拿出了一个最初的
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整个建筑群主次分明、
虚实有致，宛然一座微缩的紫禁城：校园以
长方形的院落次第展开，这种布局方式既
能轻松地被西方理解，同时也深刻地刻着
中国紫禁城严谨宏大的印记。沿主轴布置
了主校门，主体建筑图书馆——行政楼、基
督教青年会馆、医务楼，最后以一座高耸的
堪比北京景山万春亭的宝塔收束——对西
方人来说，塔正是中国建筑最为美丽也最
富神秘色彩的象征。方拥主编《藏山蕴海：
北大建筑与园林》一书这样评价这一方案：

“或许是巧合，当年和珅仿圆明园
经营淑春园，而今墨菲又仿紫禁城
营建燕园。这一片土地，可谓荟萃
了中国皇家传统营造的精华。”

蓝图近乎完美，但毕竟是纸
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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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黎明

刘鹏 著

老程回答完接头暗语，稷世恒
和唐明安几乎同时对他喊了声“同
志”。老程告诉他们：“省委在20天
前就已经部署沿线的党组织，要注
意对你们俩行程中的保护，尤其秘
密通知我要注意此处卡口对行人
检查的情况。”当你们两人被甄二牛绑进
来的时候，根据我大脑中的记忆，就已经
判断出二位是谁了，但我不明白的是，这
个甄二牛既然抓住了稷将军，又是国民
党和日本鬼子都悬赏的人，他为什么不
公开消息去邀功请赏呢？”稷世恒向老程
解释：“这还不明白？他要是公开了消
息，上面知道了，派人把我们俩押走，他
不是什么都得不到了吗？”老程：“哦，他
之所以隐瞒真相，是想把功劳和赏钱全
归他自己啊。不过这样也好，减少了他
们对我这个院子的注意，对于我想办法
救你们是个好事。”老程说完，把绑在稷
世恒和唐明安手上和两臂上的绳子解
开，告诉他们绳子还要在身上挂着，一旦
听到开门的声音，再把两臂绕上绳子，装
作仍然被绑着的样子。老程临走时，又
叮嘱他们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养足精
神，等晚上找机会救他们出去。唐明安
告诉老程，有两把手枪藏在马车装草料
的麻袋里，让他找机会取出来。

因为是中秋节，晚上，甄二牛把全
排的人都召集起来聚餐，卡口处只留下
两个人站岗。时间不长，又叫进去一个，
说是让他俩倒班吃饭。老程跟士兵们
划拳行令，在饭桌上闹腾了好一会儿，刚

要借口说去看看马厩中的马，甄二牛就拿
着马鞭走了过来，对他说：“走，给我把西院
厢房的门打开，我要去审审那两个被扣的
人。”老程答应着：“是，排长！”跟着甄二牛
离开了聚餐的院落。

开门的声音，把靠在粮袋上休息的稷
世恒和唐明安惊醒，他们立刻装扮好被捆
绑的样子，眼睛紧盯着门口。门被推开，
老程拎着马灯先走了进来，甄二牛紧随其
后。甄二牛让老程到屋门外守着，不能让
任何人进来，他要和这两个人单独谈话。
老程暗中与稷世恒和唐明安交换一下眼
色，便走出了屋门，又随手把门关好。屋
中只剩下甄二牛、稷世恒和唐明安三个
人，甄二牛用马鞭指着稷世恒，恶狠狠地
说：“稷世恒，你再化装也逃不过我的眼
睛！想不到你这个曾经威震疆场的将军，
也会有今天吧？去年，我们连的弟兄们打
不过日本人，退下了战场，你说我临阵脱
逃，要枪毙我。要不是我的姑父给我说
情，你还真要弄死我呢！”稷世恒回应道：
“战场退却就是逃兵，理应军法处置！要
不是考虑你姑父是与我并肩作战的友邻
部队长官，怕影响他的情绪对战况不利，
我肯定不会饶过你！”稷世恒瞪着眼睛怒
视着甄二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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