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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市党报联动报道 共话大运河保护传承

千年运河展新韵 生生不息向未来

■北京日报记者 陈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
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见证了北京辉煌的建
都史。而今，又一件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正在运
河畔发生，这就是城市副中心的横空出世和快
速成长。党的二十大代表，北京城市副中心投
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长利
表示，作为副中心投资建设平台企业，五年来，
北投集团落实城市副中心控规，推进重点项目
建设运营，深耕运河文化助力城市副中心高质
量发展。截至目前，北投集团在副中心承担项
目超过280个，总投资近4000亿元。

绿色发展，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最鲜明的特
色。副中心155平方公里核心区的中心地带，
既不是高楼林立的商务区，也不是庄严肃穆的
行政办公区，而是一片“绿色”——总面积达
1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自2020
年9月底开放以来，这里已成为集生态修复、市
民休闲、文化传承于一体的“绿色心脏”。

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西部，一处长约2.5公
里的运河故道被发掘复原。作为大运河文化带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曾是明朝嘉靖年间古
运河流经之所，也是皇家运粮进城的中转站，漕
粮从运河大船卸载到张家湾码头，再从张家湾
搬到运粮车上进入京城。直至清嘉庆中期北运
河改道，这里才废弃不用。

李长利介绍，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建造之初，
北投集团主创团队就从历史文化研究着手，深
度提炼运河文化元素，参照清朝《潞河督运图》
画轴，在运河故道上修建通源桥、通蒲桥和通蕖
桥，呈现“一故道两柳堤三景区八节点”盛景，全
方位展示运河文化的内涵。

运河故道向北，坐落在绿心公园中的“三
大建筑”已经亮出外立面。它们的设计灵感，
也全都与大运河文化有关。博物馆好似“运河
之舟”，镶嵌在万亩林海之中；形似“赤印”的
图书馆，屋顶用“银杏叶片”搭建；剧院外幕墙
如同通州古粮仓与运送物资的船舶……营造
出天光云影、水天一色的绝妙意境，体现大运
河文化基因。计划在2023年年底前具备开放
条件的“三大建筑”，将成为大运河畔的三颗文
化明珠。
“接下来，北投集团将继续深耕运河文化，

展现运河之韵、运河之美、运河之变，全力推动
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李长利表示。

■天津日报记者 廖晨霞

“九河下梢天津卫，七十二沽帆影远。作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国家认定的大运河天
津段北起武清区木厂闸，南至静海区九宣闸，流经
武清、北辰、河北、红桥、南开、西青、静海等7个
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纳入遗产范围的河道为
北、南运河天津三岔口段，全长71公里。”天津市
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剑介绍，我市运
河沿线遗产主要包括运河水工遗存13处、运河
附属遗存4处、运河相关遗产12处。大运河沿线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60处。大运河也是天津众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载体，运河沿线共有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7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12项，涵盖了非遗十大类别。
“遗产保护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基础。”

张剑介绍，天津市文旅局严格落实大运河沿线
保护管理行政审批，在大运河沿线缓冲区和建
设控制地带内的相关建设项目，均要求建设部
门开展考古调查并出具文物影响评估报告，经
初审后报国家文物局审批。近年来，经天津市
文旅局上报审批的事项累计超过50项。
“通过开展大运河沿线文物修缮工作，近年

来，我们先后实施完成了静海区独流木桥修缮
工程、九宣闸修复工程等；先后申请国家文物保
护专项资金用于北洋大学堂旧址、天津广东会
馆旧址、天津西站主楼、文庙文物保护维修项
目。”张剑表示，在大运河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方面，今年上半年，共组织实施16个项目，其中
十四仓遗址前期调查和综合研究项目已完成考
古调查400万平方米，勘探面积约63万平方米，
发现遗址区3处，发现遗迹现象400余处；西青
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小镇项目，目前发
掘完成墓葬86座，遗迹157处，总计243处。

2021年和2022年，天津市文旅局编制的《天
津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规划》和《天津市大
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专项规划》相继颁布实
施。“为了促进大运河天津段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我们优化设计展示线路，围绕天津大运河文化
主题，挖掘整合运河沿线特色旅游资源，串点成
线，现已推出10条我市大运河特色相关主题旅游
精品线路。”张剑介绍，北辰区“惠风和畅，漫步春
日”津郊之旅、静海区“大运河风光游”、西青区“美
丽乡村采摘一日游”列入文化和旅游部“乡村四时
好风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通过塑造运河文旅品牌，加强产品推广。西
青区获评天津市全域旅游示范区，西青区杨柳青
镇、中北镇，红桥区三条石街道获评天津市全域旅
游示范镇（街）。同时，西青区入选国家文化和旅
游消费试点城市，杨柳青古镇获评首批国家级夜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和国家级旅游休闲街
区。第四届运河记忆非遗展、2022年天津运河桃
花商贸旅游节、“大运河杯”读书文化活动……系
列文旅活动异彩纷呈，绵延千里、流觞千年的运
河，串联起沿线丰富的旅游资源与人文风情。

■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金秋十月，行走在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
两岸，悠悠碧水，古韵新风，美不胜收。
“我工作的单位就在运河边上，每天在办公

室里就可以看见游船在运河上驶过，桨开运河
入画来，画面特别美。”党的二十大代表，沧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张梅
说，大运河是沧州的母亲河，对沧州人来说，更
像是一个人文符号，而现在的大运河已在桨声
灯影里“活”了起来，成了一幅“画”。

中国大运河有216公里流经沧州，沧州是
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之一。大运河沧州段保存
完好，共有230道弯，集中体现了“三弯抵一闸”
的水工智慧，沿途遗迹众多，代表了我国北方大
运河的原真性和唯一性。

利用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的契机，沧州市
在去年完成引水1.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今年上
半年完成引调水2.6亿立方米，实现了大运河沧
州段全线有水，从而将沿线的风景串珠成链、连
点成片。

今年9月1日，随着南川号、朗吟号、鲸川号
等一艘艘游船驶离南川古渡码头，大运河沧州
中心城区段实现50年来首次旅游通航。泛舟
运河之上，一首古诗里曾描述过的“一船明月过
沧州”的诗意景象再次成为现实。

为保障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顺利通航，
沧州市实施河道清淤疏浚和沿线绿化提升工
程，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新建12座旅游码头和6
座步行景观桥，并对8座现有市政桥梁进行美
化优化。

拥有1500多年建州史的沧州是一座因运
河而兴的城市，大运河沿途共有连镇谢家坝、捷
地减河分洪设施等物质文化遗产176处，杂技、
武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375项。与生态修复同
步，沧州市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古
为今用、强化传承”，完善保护管理体系，积极做
好保护、传承、利用这篇“大文章”。

党的二十大代表、沧州市委书记康彦民表
示，“我们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全面落实省委要求，注重保持大运河外观
风貌的原真性、唯一性，着力打造特色鲜明、继
古开今的文化带，林水相依、原真唯一的生态
带，心向往之、流连忘返的旅游带。”

近两年，沧州市重点推进总投资225亿元
的18个重点项目建设，建成了近万亩城区生态
公园和堤外郊野公园，复建的明代南川楼、朗吟
楼与清风楼再现“三楼鼎立”景观；园博园、大运
河国家非遗展示馆、大化工业遗存改造提升等
项目基本建成。沧州大运河已成为老人能散
步、青年能运动、儿童能嬉戏、游客能游览的好
去处，焕发出“古运新姿”。

■大众日报记者 贺莹莹

4月28日10时，位于山东德州的四女寺枢纽
南运河节制闸开启，汩汩清水奔涌北上。200公
里外，位于天津静海区的九宣闸枢纽南运河节制
闸开启，南来之水经南运河与天津本地水汇合。
至此，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

大运河作为流动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
繁荣兴盛的历史见证。南运河（德州段）开凿于
隋唐时期，作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绵
延着德州千年的历史文脉，是流淌千年的活态
文化遗产和德州记忆。

党的二十大代表、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首席主任技师孙一倩对大运河有着特
殊的感情，她出生在河北沧州运河边上的一个
小村庄里，从小在河边拔草放羊，在河水里嬉戏
摸鱼捞虾。“在我的眼里它就是一条普通又亲切
的河，就像我朴实可亲的母亲一样。等读书了，
才知道它曾经是一条非常了不起的河，等我工
作来到德州，工作生活的地方依然紧靠着运
河。可是运河还是我小时候印象中的模样，我
总是在想，什么时候贯穿我生命的这条河能恢
复以前的荣光，重现辉煌。”

今年2月，孙一倩作为党代表在德州市十
六次党代会报告里听到市委、市政府积极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大运河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工作的决策部署，打响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德州品牌，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资源的
时候，她心里升起浓浓的乡愁。
“大运河不仅仅是一条水脉，还凝聚着城市

的精神文脉，承载着宝贵的文化记忆。千年运
河，奔流不息，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我
建议不但要打通水脉、还要传承文脉、带动人
脉，赋予城市文化灵感，让‘大德之州 好运之
河’成为城市新名片。”孙一倩说。虽然未曾目
睹古代大运河的繁荣景象，但她相信，历经沧
桑、饱受风雨后的大运河，经过治理，必将重新
焕发出生机。

近年来，德州市积极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和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打响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德州品牌，打造千年运河古貌原真城
市、世遗文化展示优秀城市、国际文化融合典范
城市，擦亮“大德之州 好运之河”城市新名片。

去年8月，德州市组建大运河保护利用指
挥部，围绕规划编制、融资平台组建、文化挖掘、
项目建设等，开展一系列管总管长远、奠基搭框
架的工作。项目由中国工程院崔愷院士领衔的
中国建筑设计院规划团队完成规划设计，《大运
河德州段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城区段城市更新
规划》《重要节点详细设计》三个层次的规划均
相继完成，明确了打造“一廊六片”大运河文化
景观带的保护利用思路，编制了《大运河（德州
段）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和《生态廊道项
目方案设计》。

■浙江日报记者 李娇俨 通讯员 鲍圣慧

江南水乡的生活，总是充满风情。党的二十
大代表、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游泳系运动员汪
顺对流经浙江的大运河饱含感情。如今，在他生
活、训练过的杭州，大运河边面貌一新。“这些年我
去过不少地方，但是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优美的
自然环境、丰富的人文内涵令我十分难忘。”他说。

眼下，汪顺眼里的这条千年运河，生动地流
淌在百姓身边。前不久的国庆长假里，杭州运河
旅游人气爆棚。建筑大师隈研吾的新作——刚
刚落成的小河公园，一经开放就成为杭州的国庆
热门打卡点。

这里原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建设的第一
座油库——小河油库。2019年6月，小河油库全
面关停。里面的历史建筑及工业遗存被保留，重
新开发利用，整个区域被打造为小河公园，成为集
水陆交通、文化体验、游览休闲于一体的滨水绿色
空间和园林式艺术文化空间。记者从杭州市运河
集团了解到，小河公园对外开放，同时也意味着杭
州主城区30.4公里的运河两岸沿线运道全线贯
通，为沿线居民漫步运河两侧绿道提供了便捷。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杭州，
这条“活着”的河流，搭建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
座桥梁。

近年来，杭州坚持文化为魂，深入挖掘大运
河核心价值和文化特质，开展《运河全书》等系列
成果编纂，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2020年年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标志性
项目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院（暂名）、杭钢旧址公
园、小河公园、大运河滨水公共空间等项目集中开
工，更是拉开了杭州运河建设大幕。

充满烟火气的运河两岸，是杭州运河新旧城
市生活的融合体验地，运河自身的文化底蕴也根植
于此。由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旧工业遗存改建
的杭州手工艺活态馆，与世界文化遗产点杭州桥西
历史文化街区互为依托，共同承载厚重的运河非遗
文化记忆。活态馆在201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授予“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还是浙江首家集互动
教学、非遗手工体验、民间技艺表演为一体的“非
遗”文化体验馆，更是一张对外交流的运河名片。

未来，大运河将“流”向何方？杭州市在《杭州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中设定的蓝图很清
晰——依托十条骨架河道，串联国家确定的管控
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等
四类功能空间，形成“山水群落、河岸双带、核心十
园、特色百景”的规划结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杭州市运河
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推进数字技术在
大运河文化遗产监测、建设管理中的应用，着力打
造数字运河建设的经典范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
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

人工河，途经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8
省（市），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
责任”“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
为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沿线省市积极谋划

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生态治理、环境保护、通航蓄水、遗
产保护、民俗发掘等领域持续发力，共同擦亮中国大运河这张

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名片。
一河千载通南北，齐心协力谱新篇。
党的二十大期间，天津日报、北京日报、河北日报、大众日报、

浙江日报等五省市党报开展联动报道，共话大运河保护、传承
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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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沧州市区段的旖旎风光。

河北日报记者 张昊 摄

京杭大运河天津西青段。

大运河山东德州段。

大众日报通讯员 马志勇 摄

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中的“三大建筑”设

计灵感都与大运河文化有关。 北投集团供图

京杭大运河天津西青段。

西青区委宣传部供图

大运河杭州段拱宸桥。

杭州市运河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