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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类逐水而居，城市沿水而建。
不久前，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北京要做到林

成片、湖相连，绿满京华，水映京城，鸟语花香。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水和一座城市，究竟

有着怎样的关系？
伴随地下水连续上升，首都北京，这座同样因

水而起，曾被泉水浸润的千年古都的水安全形势
究竟是怎样的？

如今属于极度缺水型城市的北京，能重圆水
映京城的“水乡”梦吗？

25 年前，第四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
确定每年的 3月 22 日为“世界水日”。

“世界水日”到来前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走进北京这座古都，在历史和现实的交织中，探寻
这座城市的“水乡”梦。。

北京新总规，“水”字出现 272 次

——— 建设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
——— 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

水定产；
——— 按照互连互通、集约紧凑、提高韧性、亲

水宜居的原则，促进水与城市协调发展；
——— 构建绿水青山、两轴十片多点的城市整

体景观格局，尊重和保护山水格局，加强城市建设
与自然景观有机融合，突出山水城市景观特征，让
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 构建看城市、看山水、看历史、看风景的
城市景观眺望系统，形成银锭观山、钟鼓楼北望、
太和殿经玉渊潭西望、景山万春亭西望四条由核
心区向外眺望自然山体的景观视廊，强化山水城
市意象。

——— 努力让人民群众享受到蓝天常在、青山
常在、绿水常在的生态环境。

……
翻看 2017 年国庆前夕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细心的人
会发现，去掉 102 次“水平”，“水”字出现了 272

次。水，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不论是人的生存，还是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
水。水特有的执着与柔韧，孕育了人类文明，承载
着绵延的文化根脉。北京，也不例外。

白浮泉“引”水、永定河泛滥造成城址不断北迁、
在西山潜水溢出带上兴建“三山五园”、共和国成立
后兴建密云水库……在 3000多年的建城史中，水的
问题，始终如影随形，相伴北京这座东方大城。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史话》一书
记载，通过地质工作者的勘察断定，至晚第三纪上
新世末期，距今约 300 多万年，永定河全河贯通，
奔流的河水涌入“北京湾”(即北京小平原)。“北京
小平原地域通达，水陆交通便利，是都城发展的必
要条件，而山水同时构成天堑之险，以捍卫都城的
安全。纵观历史上古都的定鼎与迁移，山水形胜，
使北京成为盛产古都的地方，有史可鉴。”

回顾历史，京城盛水景观曾令人称羡

历史上，建城都要有水源支撑，一座城的选址、
规划、建设和发展往往由水源决定。北京地区历史
上河网密集，湖泊星罗棋布，其优良的水源和水利
条件是吸引诸多王朝在此先后建都的因素之一。

发源于山西的永定河与发源于河北的潮白河
等 5 条河流冲出山谷，形成了肥沃的冲积扇平
原——— 北京，就位于这个先天发育良好的北京小
平原，即“北京湾”上。

“这种地质构造使得平原地区地下水位高，容
易形成涌泉、湖泊、湿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
院教授唐晓峰说，莲花池、一亩泉、白浮泉等大量
泉水基本都是这样形成的出露泉水。

从北京市区出发，沿京藏高速驱车 40 多公里
就到了昌平龙山度假村，度假村最北头儿有一座
简易小亭，里面有一座雕刻着“白浮泉遗址”的汉
白玉石碑。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有过这样的

评价：“与历史上之北京城息息相关者，首推白浮
泉。”足见其地位之重。

北京首次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都城是在元大
都，这是北京城市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北京
地势西高东低，地理学家郭守敬因势利导，从昌平
白浮泉开始，开凿一条沿 50 米等高线蜿转而行的
水道，将白浮泉水引向西南，流入瓮山泊，再向南
汇入积水潭，然后穿过城区，最终与通州的潞河相
汇。为了控制水流，沿途“置闸二十有四”，抬高水
位，漕船逆流而上。据记载，当时忽必烈来到积水
潭畔，走上万宁桥，见到“舳舻敝水”的场面非常高
兴，命名“通惠河”。

北京，曾出现过令人称羡的盛水景观。

在如今通州区南部，曾有一个大湖，名叫延芳
淀，方圆数百里，芦苇丛生，水面广阔。历史上北京
地区很多河流都能够通行漕船，水井也很多。清末
的朱一新撰《京师坊巷志稿》，记录了北京内外城
共有水井 1265 眼。

“可以说，北京历史上的盛水景观持续了很长
时间，一直到清代都基本保持了这个格局。”唐晓
峰曾撰文分析，原因有三，一是 3000 年来大部分
时期北京的降水量比较丰富；二是主要河流源头
水源涵养情况良好；三是水资源消耗不大。

“北京历史上确实是水乡。”北京市西城区文
委主任孙劲松认为。

《北京西城历史文化概要》一书如此记载历史
上的北京：打开北京城区地图，中轴线以西的西部
城区可以说是“清波入眼，比比皆是”，由南到北，
陶然亭水域、西华潭、梁家园、万明寺、南官阁、太
平湖(南)、后水泡子、二龙坑以及皇城之中、禁园
之内的南海、中海、北海和皇城北垣外的什刹前
海、后海、西海(积水潭)。沟沿的水道(今赵登禹
路、佟麟阁路)更是纵贯了西城的北部地区……

通运桥，地处通州张家湾镇的一座明代石桥，
如今仍人来人往，一道道斑驳的石痕见证着历史
的更迭。

明代石桥、古运河码头……张家湾镇镶嵌在大
运河北端，这里集中了一些和水有关的历史遗迹。

作为大运河的北起点，通州成为明清两代水
陆都会，大量的船只载着粮食、建材等物资从南方
运抵京城，都是在这里的码头卸载。难怪有人说，

北京是“一座运河上漂来的城市”。

“远看通州城啊，好大一条船啊，嘿嘿嘿，嘿呀
嚯……”一曲激昂豪迈的“运河号子”仿佛让人看
到在当年延绵不息的运河古道上白帆蔽日、船歌
嘹亮的繁荣景象。

地下水位连续上升，依然极度缺水

在顺义区南陈路与白马路交叉路口的东南
角，树荫下的两口井看似普通。水文工作者贾万清
拿着一把特制的钥匙，在井盖锁孔里转了 20 多
圈，再使用扳手才彻底打开井盖。

这是北京市 1000 余眼地下水监测井中的一
眼。历经多年建设，深藏在北京城地下的一张地下

水监测网已经形成。
地下水被称为北京的“生命之水”。曾经，北

京人每三杯水中就有两杯来自地下水，北京成
为国际上为数不多的以地下水为主要供水水源
的城市。

据统计，从 1980 年起，北京地下水位因超
采、气候等因素呈现加速下降趋势：平均埋深从
1980 年的 7 . 24 米下降到 2015 年的 25 . 75 米。

北京超采地下水也是无奈之举。从 1999 年
起，北京持续干旱，多年平均降雨量仅 479 毫米，
年水资源量约 21 亿立方米，然而全市用水的需
求量约 36亿立方米，缺口达 15亿立方米左右。

多年来，北京年均超采地下水约 5 亿立方
米。长期的超采造成北京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平
均每年下降近 1 米。

转折点，出现在 2016 年。自从南水北调之
水入京和减少了地下水开采，北京地下水位连
续 2 年回升。

虽然地下水位回升，北京依然是一座极度
缺水的城市：人均水资源量只有不到 100 立方
米，这一数字还低于缺水的以色列。

水不仅少，有的河流仍比较脏。水少，是北
京的短板；水脏，是北京的痛点。

北京治水：“第一位的还是节水”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十六字治水方针。

北京市就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十六
字治水方针”，节水优先、系统治理，统筹山、水、
林、田、湖，进行系统生态治理。

“第一位的还是节水，节水优先应是新时期
治水工作必须始终遵循的根本方针。”北京市水
务局局长潘安君说，由于历史欠账多，在今后相
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北京水资源供给依然趋紧，
水资源短缺仍将是制约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瓶颈。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张彤
说，要减少对地下水的开采；还要加强回补，进
一步涵养水源。

水脏，问题在水，根子在岸。北京市用系统治理
的思路，统筹河岸和水上，系统解决水污染问题。

在推行第一个污水处理三年行动计划后，
2016 年，北京推出第二个污水处理三年行动计
划，重点瞄准城乡接合部、风景名胜区以及一些
新城地区的污水问题，让河长和警长、检长协同
治理，部分案件直接移送司法，大大提高了违法
排污的震慑力，建立水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

这是超常规的行动速度和力度。目前，北京
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2%，再生水利用量达到
10 . 5 亿立方米。

多管齐下，北京大做“水”文章

节约用水，加大再生水利用；逐步恢复历史河

湖水系；构建“三环碧水绕京城”的大尺度水带……
面对“水”这篇大文章，近年来北京多管齐下。

让水流起来———“河流水质差一方面是由
于水量少，另一方面是由于流动性差。”北京市
水务局水资源处处长胡波说，“流水不腐”，城市
河湖环境用水的主要来源是再生水及雨洪水补
给，水体缺乏流动，河湖基本丧失自净能力，极
易成为“一潭死水”。

北京市水务局规划处相关负责人说，水网
的规划不仅是实现所有的干涸河道有水，实现
污水再利用，还要让水流动起来，形成水景。

“要规划好水的使用，一水多用，算好水账。
河道用水可以用再生水来补充，但是也需要一
部分清水，才能增加自净能力，最终提升水质。”
张彤说。

让水景再现家门口——— 在前门附近的三里
河流域，胡同、院落间再现了“水穿街巷、庭院人
家”的景观。河道曲折蜿蜒，四合院、胡同依着水
系的走向逐渐伸展开。

整治三里河流域就是历史河湖水系恢复的
一个尝试。明朝时期，这里河道纵横，居民沿河
而居，许多戏楼、外地会馆聚集于此，河道两岸
逐渐聚集了人家。清末，附近的人口骤增，三里
河逐渐被填平，盖上了民居。

为重现历史风貌，在搬迁腾退部分居民后，
从 2016 年 8月起，东城区开始重修三里河。依
据历史上的位置和走向，三里河已经基本还原
历史风貌。现在，河边扶老携幼散步的居民多起
来，还有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赏景，拍照留念。

“记得改造前这里又脏又乱，平房简陋，一
间挨着一间，屋顶上长着草。”退休职工王奶奶
说，看到新闻报道，我和老伴儿专门过来，真不
敢相信，这里变得这么好看。

作为京杭大运河重要一段，玉河穿越了元、
明、清三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败，被深埋
在层层叠叠的民房之下。2007 年，玉河改造工
程正式立项，2017 年 9月，700 多岁的“玉河北
段故道”终于重见天日……曲桥、水榭、亭台，宛
如江南水乡。

根据北京新总规对“恢复历史河湖水系”的
描述，北京未来将“形成六海映日月、八水绕京
华的宜人景观，为市民提供有历史感和文化魅
力的滨水开敞空间”。

六海包括北海、中海、南海、西海、后海、什
刹海；八水包括通惠河(含玉河)、北护城河、南
护城河、筒子河、金水河、前三门护城河、长河、

莲花河。

让水干净起来——— 随着北京水质的持续改
善，有更多的美景重现京城。在密云区的清水
河，“阔别”多年的野生白天鹅再次回归。这得益
于当地大力进行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同时进
行湿地改造，以增加水草、藻类等浮游生物。

萧太后河曾经是有名的“牛奶河”。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萧太后河就开始遭遇工业污染，前
几年每天有数万立方米污水直排入河。

通过截污水、补中水等方式，如今的萧太后
河清澈起来，鱼类也大幅增多，白鹭等水鸟纷纷
栖息于此。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不仅水变清了，道路也
变绿了，而且河流周边形成林水联动的美景。一
些河流两岸成为水绿相融的生态廊道，聚集了
大量野鸭、白鹭、天鹅等过去难得一见的鸟类。

“这源于近两年通州区实施控源截污、垃圾
清理、清淤疏浚、水系连通、生态修复的系统治
理措施。”通州区水务局局长房亚军说。

通州多河富水，区内 19 条河流汇聚，河道
总长 245 . 14 公里。在通州居住了十多年的柳
先生目睹了通州水的变化。“这一两年，河道的
水质变得好多了，两岸的绿地也多了。”

看城市、看山水、看历史、看风景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镇

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
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
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

北京新总规提出，要“构建看城市、看山水、看
历史、看风景的城市景观眺望系统”，要求“加强城
市整体空间形态控制，构建展示城市特色风貌的
景观眺望系统，统筹城市第五立面与城市色彩塑
造，让人们更好地看城市、看山水、看历史、看风
景。”

新总规数提“山水城市”，北京，能重圆“水乡”
梦吗？

“明永乐迁都北京前，先迁江南地区的富人
‘实京师’，加上明清时期大量江南人士入京为官，
什刹海一代形成了浓郁的水乡氛围，保留至今。”
孙劲松认为，如果单纯从水资源角度，北京要重
圆“水乡”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如果从文化
角度观察，恢复水的历史景观、重圆“水乡”梦不是
没有可能。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研究所
陈兴茹在《中国典型水城基本内涵分析》一文
中指出，水城类型众多，对于北方城市而言，以
北京 、济南为代表的城市，就属于城中大湖型
的水城。

水养育人，人亲近水，水聚成景，人融于水
景中。水利部水资源司原司长吴季松表示，历史
上北京水系不仅造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地理格
局，更构造了突出的城市生态文化，赋予了传统
北京水、山、林一体化的“城市山林”的水乡野逸
气质。

水脉滋养文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
北京严重缺水，水脉遇到了破坏。

目前，北京城区及近郊区有昆明湖、玉渊
潭、北海、中海、南海、前海、后海、西海、龙潭湖、
陶然亭湖、紫竹院湖等小湖泊 30 余个，主要集
中在紫禁城西部和三五环之间，多与城市河道
相通。

这些湖泊主要分为三种类型：首先是地处城
市中央地带的什刹海、北海、中南海等，二是位于
城市西部冲积扇山间洼地，汇集西山地表和地下
径流的昆明湖、玉渊潭、紫竹院湖、动物园湖等，
三是地处城市东南部冲积扇边缘地带，龙潭湖、
陶然亭湖等。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尹钧科说，
在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
时候，要把水脉也加入进来。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吴文涛说，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合理利用、有效改
善水环境的宝贵经验，如历代都把水脉纳入城市
布局，使城市增添山水园林特色；兴建一些大型
皇家苑囿，如辽代的“延芳淀”、元代的“下马飞放
泊”、“柳林海子”、明清的“南苑”等。

“重视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当今协
调城市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继承与完善自然和人
文风貌，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吴文涛说。

陈兴茹认为，水城是古人有规律地利用自
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人水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在水城得到了具体体现。我们要学习古人朴素
的治水思路，做好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改善、水
景观重塑、城市水系的合理规划和利用、人水关
系的和谐。

“要珍惜北京的水和有水的空间。如果水环境
能跟人们的生活环境更融洽就好了。”故宫博物院
院长单霁翔说，如果历史河湖水系的恢复能穿过
平安大街，再到东皇城根，再恢复到菖蒲河，对于
古都北京风貌会有一个大的改变，“过去在历史水
系上盖盖板主要是因为雨污合流，如果慢慢地把
污水系统建好，逐渐把盖板揭开，恢复水环境，城
市才有灵动的人文气息。”

北京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离不
开城市的健康水系。

历史启示我们：人与水的和谐共生，就是
要保护好水源地的自然风貌，就要遵循规律，
注重涵养水源，重视水的生态功能，合理加以
利用。 （下转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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