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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张伟亚

悠悠乡愁，可能是很多人缥缈的
儿时记忆。雄安新区已经进入大规模
开工建设阶段，对于已经拆除或者面
临征迁的村庄百姓而言，乡愁便是一
种近在眼前的真切存在：一棵古槐，世
代居住的老房，或者养育了几代人的
一口老井。

对乡愁加以保护和利用，在新区
塔吊林立的火热建设场景背后，另一
条战线——乡愁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
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历史悠久，积淀丰厚，亟待
筛选乡愁文化遗产的优秀基因

容东片区是新区率先开工建设的
区域，昔日的村庄屋舍、农田沃野已经
变成一马平川的施工工地。不过，驱车
穿行其中，总能远远望见三三两两的
老树卓然挺立在旷野中。

启动区也有相同的情形。
安新县大王镇向村位于启动区，

去年 11月 25日，向村村民刘章国的老
宅被拆除了。刘章国说，他们五辈人在
这里居住，几辈人以磨香油为生。向村
整体搬迁后，一家搬到了县城租住。他
有个愿望：能够时常看看自己家里 80
多年的老臭椿树，这棵树已经列入新
区乡愁遗存，将成为这片土地历史久
远的见证。

无文化传承，无雄安未来。对新区
百姓的乡愁加以保护和利用，这是新
区遵循“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出的坚定选择。

新区三县历史悠久，具有丰厚的

文化积淀。2018年初，新区在全域组织
开展了“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计划，
经过区、县、乡镇、村四级协调联动、深
入调查，一批承载着新区人民集体记
忆、饱含新区传统文化基因的乡愁遗
存被登记造册，建档存根。

随着专项行动的开展，新区乡愁
家底变得清晰起来。全域物质类乡愁
点总数 2367 项，非物质类乡愁遗产总
数186项。

新区成立了“记得住乡愁”专项行
动领导小组，组建了乡愁工作专班，包
含了来自新区规划建设局、北京建筑
大学、上海同济规划设计研究院、安新
县古建公司等单位的专业人员。针对
新区27个整体搬迁村庄的乡愁保护问
题，制定详实方案和流程。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要更加准确
地提出雄安乡愁文化遗产的优秀基
因，确定优秀代表性遗存名录和保护
原则。”有关专家指出，将进一步清晰
界定乡愁文化遗产内涵，分期分批、分
区分类梳理出不同历史时期最具文化
价值的代表性遗存，深入挖掘其文化
内涵，形成名录。

分类分级保护，精准落位，
发掘乡愁历史、社会、文化和
情感价值

“这个绿色的电话亭可有年头了，
过去我在邮局工作了多年，人们打电
话人来人往的场景历历在目。”4 月 10
日，容城县大河镇张市村的马宝占对
记者说起往事时，仿佛沉浸在过去的
时光中。

日前，“记得住乡愁”工作专班人

员从张市老邮局中将这个一人多高绿
色电话亭搬出来，运到张市粮站暂时
存放。

让征迁安置和乡愁保护实现“两
促进两不误”，无疑是一个较为棘手的
课题。针对 27 个整体搬迁村庄的乡愁
遗产保护问题，新区相关部门先后组
织召开 6 次会议，提出加强分类标注、
收集归藏、工作调度等 5 项要求，就烈
士纪念设施迁移保护、张市粮站周边
乡愁点保护情况、青砖收集等问题组
织调研和调度。第一阶段乡愁工作的
流程基本形成——北京建筑大学提交
保护措施，规划建设局校核指导，公共
服务局指导相关业务，生态公司专业
拆除，三县接收登记保管建档，领导小
组汇总调度。

新区对乡愁点采取多种形式的分
类分级保护：原址保留、异地保留、影
像资料留存和其他可记忆的素材留存
等。按照规划，对27个整体搬迁村的乡
愁点普查结果再次进行核对，并做好
青砖、青瓦以及其他有价值的建筑构
件的收集归藏工作。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中国传媒大学雄安新区发展
研究院院长范周表示，雄安新区在春
秋战国时期是燕南赵北之界，宋辽时
期是边关重地，抗战时期是雁翎队活
动的区域，文化积淀深厚，地方特色鲜
明，现有宋辽边关地道、燕南长城遗址
等，是新区独具特色的乡愁文化载体，
是传承地方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源泉，
在新区发展建设中应发掘出历史、社
会、文化和情感的价值。

发掘这样的乡愁价值，殊非易事。

乡愁工作专班相关专家表示，通过严格
筛选，对进入名录的项目，从文化景观
的视角补充涵盖人工、人文和自然等构
成要素，补充物质与非物质、人文与自
然等要素间的关联性内容，并关注口述
史的整理。在此基础上，对名录项目在
空间上准确落位，确定采取保存、保护、
原址或迁移等不同的保护原则。

“目前把前一阶段的乡愁点都保留
了起来，但保留不完全等于保护，随着
容东等片区的先行开发，如何确保这些
老宅和古树得到有效保护，实现乡愁记
忆和文化传承，是需要高度关注的。”新
区公共服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目前妥善保留的不可移动乡愁
点中，记者发现容城县河西村王德亮
民国老宅原址保留，其他的更多采取
局部构件保留或者信息留存。雄县佐
各庄无名烈士墓隆重祭奠后迁至县烈
士陵园，相关老树得到专门保护。

目前，新区 28 处烈士纪念设施已
完成修缮，下一步还将结合发展规划，
对新区范围内的烈士纪念设施进行保
护性开发，使之更好地融入新区的规划
建设，成为雄安新区的一张红色名片。

下一步，按照新区第二阶段“记得
住乡愁”专项行动工作计划，要对现状
不可移动乡愁点登记建册，一案一保
护，结合规划对每一个乡愁点提出具
体解决意见。

据介绍，雄安新区将邀请本地专
家学者和国内外相关行业权威专家，
建立雄安乡愁文化研究专门机构，结
合世界著名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
用经验，对雄安新区乡愁文化予以全
面规划设计。

河北日报讯（记者原付川）近日，从中
国雄安集团生态公司获悉，雄安新区将启
动藻苲淀退耕还淀生态湿地恢复工程，结
合生态补水，恢复生态水位，大规模推进退
耕还淀，逐步恢复淀区湿地生态系统完整
性，营造淀城和谐共融的特色景观。

雄安集团生态公司相关负责人朱晓磊
介绍，退耕还淀是落实白洋淀规划、实施白
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的关键措施之
一。此次藻苲淀退耕还淀工程，先启动一
期工程，主要是衔接府河河口湿地水质净
化工程和府河新区段河道综合治理项目，
开展水系疏导、湿地地形营造、湿地生态恢
复等。项目将采用近自然的少人工干预修
复方法，恢复淀区水动力条件、恢复淀区荷
塘苇海和湿地风貌、修复湿地生态系统、保
障水质达标，全面恢复淀区湿地生态系统
结构与功能。

此外，新区还将启动引黄补淀通道水
系疏通、白洋淀生态清淤扩大试点工程等
白洋淀治理项目。这两个项目将综合治理
154 个污染鱼塘，其中包括 54 个重污染鱼
塘和100个中低污染鱼塘。

引黄补淀通道水系疏通工程项目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白洋淀采蒲台至大树刘区域
内 38个重污染鱼塘和 65个中低污染鱼塘
的综合治理。白洋淀生态清淤扩大试点工
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光淀张至采蒲台区域
内16个重污染鱼塘和35个中低污染鱼塘的综合治理。这两个项
目将对重污染鱼塘污染塘水处理、底泥清淤及资源化生态化利用，
修复中低污染鱼塘淀泊本底，恢复水生生境，开展水质原位治理。
治理完成水质、底泥经监测达标后，对鱼塘围堤围埝进行拆除，打
通疏水通道逐步恢复淀区水动力，实现区域水域连通。

雄安新区乡愁文化遗产调查保护工作紧锣密鼓

留住乡愁 延续历史文脉

当好高质量建设“开路先锋”
——雄安新区重点项目探访（二）

这是近日拍摄的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施工现场。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地面上，一辆辆工程车来回穿梭；

高空中，几十台塔吊摆动巨臂。站在

雄安站站房五层的作业平台极目远

眺，从绿色爬架中长出的灰色铁路桥

一路向北奔向大地尽头；俯瞰站房作

业现场，捆扎、浇筑、吊装、焊接……工

人在各自岗位紧张忙碌。经过四百多

天的奋战，椭圆形水滴状造型的雄安

站站房初露端倪。

雄安站站房建设项目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一标段

承轨层混凝土施工已经完成，项目正

在进行高架候车厅及屋面钢结构施

工，雄安站二标段正在进行承轨层混

凝土结构施工和高架候车厅及屋面钢

结构施工。作为京雄城际铁路的重要

站点雄安站，设计为五层的站房主体

结构，已经完工 90%，即将全面进入装

修阶段，预计 5 月底全线无砟轨道铺设

完成，9 月下旬开展全线联调联试，在

今年年底具备开通条件。

作为未来雄安新区的重要交通枢
纽，雄安站充分考虑新区远期交通需
求，站房总规模为 13 台 23 线，总面积
47.5 万平方米。未来，包括北京至雄安
新区城际铁路、北京至商丘高速铁路
等在内的五条高铁和城际线，都将经
由雄安站，共同融入国家高速铁路网。

雄安高速铁路有限公司雄安站房
指挥部工程部部长杨尚东向记者介
绍，总的来说雄安站建设分为两部分，
从站房屋顶拉开的采光通廊把这两部
分天然分割，一部分是计划于今年年

底开通的京雄场，共有 7 台 12 线；另一
部分是后期预留场，也就是津雄场，有
4台 7线。京雄场主要承运北京到雄安
的京雄城际铁路，以及后期准备实施
的丰雄商高速铁路，也就是丰台到雄
安再到商丘的一条高铁线。“后期预留
场则会引入雄忻高铁和津雄城际铁
路，就是雄安到忻州的高铁与天津到
雄安的城际铁路。在预留场的最东
侧，则是新区的轻轨，有两台 4 线，全部
建成后，雄安站可实现站内换乘。”杨
尚东介绍。

站内换乘，是雄安站城站一体化设
计的重要体现。

“雄安站把各种交通工具融合在
一起，汽车、高铁、轻轨、公交，实现不
出站就能换乘。其他的火车站可能
把城市分为东、南、西、北几个区域，
但是雄安站通过地下的城市通廊，乘
客可以从火车站里穿过去，不会把城
市功能区域分离开。”杨尚东告诉记
者，以往一些高铁站的设计没有充分
考虑到城站一体化，高铁站建成后，
无意之中把城市分割成了不同区域，

导 致 不 同 区 域 之 间 无 法 通 行 等 问
题。雄安站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
到 了 这 一 点 ，通 过 地 下 通 廊 这 一 设
计，避免了对城市功能分区的切割。
相比“火车站”的功能定位，雄安站更
像是一个“枢纽”。

根据规划，站房的地上一层是地面
候车大厅和配套公共场站，二层是铁
路站台层及轨道交通 R1、R2 线预留站
台层，三层是高架候车大厅，地下一层
是城市通廊、商业开发区域和地铁 M1
线。通过地上、地面、地下立体化的交
通布局，充分利用站台空间，缩短旅客
换乘的物理距离，最大限度地降低旅
客的换乘时间。

河北日报讯（记者原付川）
从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获悉，
针对疫情期间企业生产经营困
难，新区出台孵化器（众创空
间）入驻企业房租补贴实施办
法，为入驻新区孵化器（众创空
间）的企业落实房租补贴，帮助
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实现转型
升级、创新发展。

为减轻企业房租负担，办
法详细规定了补贴标准、补贴
时间、补贴申报、发放时限等。
根据实施办法，新区对符合申
报条件的企业，按照企业租赁

的面积进行补贴。对于已入驻
新区孵化器、众创空间内正常
经营的企业，根据新区要求满
员复工复业的，自复工复业之
日起给予房租补贴；对于6月底
之前新入驻新区孵化器、众创
空间的，开展实质业务且员工
人数不少于5人的企业，自入驻
之日起给予房租补贴。

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房租补贴，坚
持企业自愿申报原则，具体由
县改发（科信）部门负责组织实
施，做好政策落实工作。

新区出台孵化器入驻
企业房租补贴办法

一期工程，主要是衔接

府河河口湿地水质净化工程

和府河新区段河道综合治理

项目，开展水系疏导、湿地地

形营造、湿地生态恢复等

恢复淀区水动力条件、

恢复淀区荷塘苇海和湿地风

貌、修复湿地生态系统、保障

水质达标

■

□河北日报记者 吴安宁

作为京雄城际铁路全线规模最大
的新建车站，雄安站要在24个月的工期
建成 47 万余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大、工
期短、工序多、工艺复杂，对施工组织要
求极高。雄安站钢筋用量 85000 吨，混
凝土用量达到了502000立方米；钢结构
57400 吨。如此庞大的物资数量，如何
高效利用资源，成为工程建设需要答好
的“第一张卷子”。

除了做好每天的环保检测、扬尘污
染控制和检测降尘处理外，绿色环保、
资源节约理念一直贯穿雄安站建设始
终。“在道路方面，我们采用的是混凝土
装配式道路和钢板道路，这些装配式道

路在本工程可以运用，然后这个工程完
毕后，可以周转到其他工程继续重复使
用，这和以往采用混凝土直接浇筑的临
时施工道路相比，既节约了资源，也取
得了更好的扬尘控制效果。”中铁建工
集团雄安站项目部工程技术部副部长
杨鹏介绍，雄安站深基坑边坡采用的防
护材料，也是可回收的防护材料，相对
于传统的混凝土喷锚材料来说，也是更
加绿色环保的生物材料，对环境更加
友好。

在雄安站一楼候车大厅，被称为
“高级灰”配色的清水混凝土柱摸上去
光滑柔和。清水混凝土，指的是通过石

子、沙子、水泥配比的不同，在保证强度
的前提下，呈现出自然的“高级灰”，建
成后表面基本不再进行修饰。雄安站
站房建设施工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清水
混凝土和一般混凝土相比，表面更加平
整光滑，色泽更加均匀，还没有裂缝、蜂
窝麻面等问题，可以省去涂料、饰面等
装饰，既有利于环保，还可以节省时间
和装修成本，最重要的是，清水混凝土
建筑属于绿色建筑，更加低碳环保，节
省资源。

雄安站的智能基因不仅存在于“肌
体”，更深入“骨骼”。基于 BIM 和 GIS
等技术，在没有开工之前，设计人员已

经用数字模拟出了整个站房，每个点都
能与现实吻合。

“我们采用了BIM‘陪伴式’设计，工
程完工后，将移交全生命周期的三维数
字档案。”中铁建工雄安站项目部工作人
员介绍，这意味着这是一座拥有全生命
周期三维数字档案的建筑，整个建筑的
每个细节都可追溯，比如某一个灯具坏
了，维修人员可以查询到这个灯具是哪
个厂家生产、如何安装的，确保正确维
护。一些重要设备和节点，安装了感应
设备，建筑出现问题可以自己发出警报。

按照计划，雄安站将于今年底具备
开通运营条件。届时，雄安新区将形成
与北京的半小时交通圈。未来，雄安与
天津、石家庄等地也将实现快捷连通，
成为京津冀城市圈的重要交通枢纽。

高效利用资源，打造匹配千年大计的“雄安质量”

1 汽车、高铁、轻轨、公交，实现不出站就能换乘

（上接第一版）
渐渐地，慕名而来的企业

多了起来，但扈德辉却不急于
把大楼填满。他深知，谋求短
期租金收益不是中关村来保定
的目的，植入创新基因，营造创
新创业氛围，打造创新生态系
统，才是关键。

立足当地产业基础，扈德
辉和他的团队给保定·中关村
创新中心确定了“门槛”——智
能电网、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制造。技术含量
不高的，决不能放进来。

当时，一家保险公司找上
门来，想包下两层办公区建分
公司，被扈德辉一口回绝。而
当90后小伙儿王世杰用一台旧
电脑把自己研发的 VR 虚拟现
实技术展示给扈德辉时，他当
场就拍板，给了王世杰一间 40
平方米的办公室，还免了半年
的租金。

扈德辉这种看似固执的坚
持，最终得到了大量创新企业

的认可。目前，保定·中关村创
新中心入驻率超过 80%，入驻
企业一半以上来自北京，包括
中创燕园、思瑞恩新材、用友网
络、华凯光子在内的371家知名
企业和机构注册办公。

如今，双子座大楼已成为
保定市创新创业集聚地。在大
楼西面约 3 公里，保定·中关村
创新基地已经投入运营，研发
成果可以就地转化。占地 5 平
方公里的保定·中关村创新产
业园也正在规划建设，一个创
新生态系统有望在这里建成。

保定中关村长大了。
而与保定中关村一起成长

的 扈 德 辉 ，肩 上 的 担 子 也 更
重了。

近两年，扈德辉又增加了
新业务——分管北京顺义、吉
林长春、辽宁沈阳等地的中关
村项目。与5年前刚接手保定·
中关村创新中心时的零经验、
零基础相比，扈德辉少了一些
忐忑，多了一份从容。

（上接第一版）
开展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

业服务活动。大力发展农民工
返乡创业园，举办返乡创业展
示活动，组织评选优秀返乡创
业创新项目，为返乡创业者搭
建创业项目成果展示、产品市
场推介、创业链现场对接的展
示交流平台，促进返乡创业项
目做大做强，助力乡村振兴又
好又快发展。

更实举措推动创业载体建
设。实施“双创”支撑平台项
目，引导“双创”示范基地、专业
化众创空间等优质孵化载体提
供公共服务。开展省级示范创
业就业孵化基地评选活动，对
全省 150 家创业就业孵化基地
进行优化升级。创建河北省创
业大学品牌，在 2019 年评定 10

家 河 北 省 创 业 大 学 基 础 上 ，
2020年的评定工作正在积极推
进，最终将打造创业有引导、政
策有集成、产业有合作、服务有
质量、基地有扶持、资金有帮
助、人才有培养、发展有支持的
创业带动就业升级版。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人社部门将会同有
关部门持续推进“放管服”改
革，优化自主创业环境，鼓励和
支持更多劳动者创新创业。发
挥创业投资促进“双创”和增加
就业的独特作用，对劳动就业
能力强的创业投资企业予以政
策扶持。政府投资开发的孵化
基地等创业载体将安排一定比
例场地，免费向高校毕业生、农
民工等重点群体开放使用，为
促进就业创业提供政策支撑。

我和保定中关村共成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