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永刚

吴金水身上的光环很多———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主持工
作的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等等，可这位长期从事土壤生态与农业环
境方向研究的学者，坚持每月下田，每周到农业基
地调研，晒得黑黑的，朴实得一如他脚下的大地。

在他的主持下，该所与省、市水利系统携手，成
立了“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其研究成果被
广泛运用于长沙市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之中。

“中国消耗全世界 40%的肥料，农业污染物排
放占全国总量 50%以上。 不仅农业资源的浪费很
严重，而且使环境压力愈加突出。 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解决农业与环境的矛盾是个难题。 ”吴金水表
示，实践证明，解决大江大湖湖泊的污染问题，如果
只着眼于湖泊本身的话效果并不理想。“必须从源
头抓起、分区治理，比如说要提升湘江、洞庭湖的水

质，首先必须把它的一条条支流、一个个小流域、集
水区防护治理好。目前长沙开展的生态清洁型小流
域建设，应该说抓住了根本。 ”

吴金水介绍，近几年来，亚热带所在长沙县开
慧乡、白沙镇等地建立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源头防
控系统， 开展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模式研究，实
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该系统通过优化农业结构、 减少化肥投入，并
通过生态措施治理养殖业的废弃物污染，实现了集
水区为单元的农业环境污染源头防控。 目前，长沙
县白沙镇、 开慧乡等地的氮磷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得到养殖大户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认可。监测数
据显示，目前长沙示范区水质总体已经达到三类。

“长沙的成功模式目前已在浙江、广西等省、自
治区推广。 ”吴金水表示，下一步，该所将进一步发
挥中科院的学科优势， 组织相关研究所联合攻关、
协同作战，建立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系列技术标准体
系，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和科技支撑。

清清河水为证
———从开慧河变化透视长沙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

猪粪尿化害为宝
俗话说：“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 传统个体养猪，猪粪尿还田，是很好的

农家肥，没有污染问题。 但随着规模化养殖的不断扩大，大量的畜禽粪尿无法通
过种植业消化，反而通过径流、淋失作用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对农村生态环境
和周边河流造成极大危害。

长沙市水务局联合中科院长沙站， 在长沙县白沙镇锡福村开展养猪污染生
态治理示范，既彻底根除氮磷污染又循环利用猪粪尿，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深
受农民的欢迎。

我们在该村看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多了许多由水泥板盖住的方形池，这些就
是第一道处理工序———“四池净化”。“第一个池用来沉淀，第二、三个池进行厌氧
净化，第四个池中污水经过石头泥沙等达到过滤效果。 ”长沙县水保站工作人员
介绍，猪粪水经过这一道工序可达到农业用水标准，用于农田、蔬菜灌溉。

“四池”净化之后的水继续往下流，工作人员就地选择地势较低的地块，设
置“基质净化 - 生物净化 - 经济湿地系统”。

基质净化： 按照每头猪 1 平方米设置净化池， 填充高效去除氮磷的生物基
质，一般用的是稻草，就地取材，无需经济投入，可将养殖场废水中的氮磷分别由
500ppm 和 30�ppm�以上消减到 200~300�ppm 和 10�ppm，为下一步的生物净化
创造适宜条件。 稻草沤堆 3 个月后，还可取出作有机肥。

生物净化：按照每头猪 2 平方米设置浅水湿地，水深控制在 15 厘米；种植耐
氮磷植物———狐尾藻。这种由中科院长沙站筛选的植物产量高（每年鲜重可达 20
吨 / 亩），养分含量高，可作为草食动物的饲料。 通过狐尾藻的吸收，水中的氮磷
含量可进一步分别下降到 30 和 3�ppm，适宜于经济植物生长。

经济湿地：可根据用户意愿设置 3 级。 第一级经济湿地按照每头猪 5 平方米
设置，水深控制在 5cm 左右，种植高产水生蔬菜；第二级和第三级湿地可用作鱼
塘、藕田等。 检测数据显示，第一级经济湿地出水水质优于 3 类标准，第三级湿地
出水水质优于 2 类标准。 包括基质净化 - 生物净化 - 经济湿地在内的整个系统
对养猪场废水的各类污染物的去除率高达 99%。 （陈永刚）

人工湿地拦截农药化肥
在广大农村，农户分散居住，基础设施落后，生活和养殖废水一般直接排入

农田排水沟，与农药、化肥等农田面源污染和山洪泥沙汇集，污染当地和下游水
质，一般的工程治理措施难度大，又很难奏效。

针对这一特点，长沙市水务局联合中科院长沙站，在长沙县金井河流域选择
控制面积分别约 1 和 5 平方公里的两条排水沟设置生态拦截带和人工湿地，为
小流域泥沙和农田面源污染作生态拦截示范。

具体做法是： 在集水区排水沟的尾端选择较宽趟或加宽的部位设置梯级植
物带，里面种上水生美人蕉、鸢尾、风车草等多种湿地植物，既可以拦截泥沙，又
可以吸收氮、磷；通过净化后的水流入人工湿地，里面种有荷花、狐尾藻等植物，
对水体氮磷具有超强吸收和去除能力。 两条排水沟的生态拦截带试验结果表明，
水质由入口的劣 5 类提高到了出口的 3 类，总磷含量从 3 类提高到 2 类，每年拦
截的泥砂达 100�公斤 / 平方米。

据了解，该处理系统属于低碳设计，让污水顺地势高差在系统中自行流动，
污水处理不用耗费其他能源， 净化后的清水收集到小池塘还可用于发展山区湿
地农业。

看着臭臭黑黑的污水经过人工湿地的过滤之后，变成清水流出来，农民们一
个个竖起了大拇指。 （陈永刚）

陈永刚 吴攀

尽管已是初冬，长沙县开慧河的两
岸仍是满目春光：蜿蜒的河道宛若飘逸
的“绿带”，河水流入的斯洛特湖，岸边
绿树成荫，湖面波光潋滟，远处青山含
翠；从斯洛特湖继续向北，清澈的开慧
河水汩汩流入汨罗江，好一派江南水乡
风光。

“如果说大江大河是大地的动脉、静
脉，那一条条小河流、小流域就像毛细
血管；毛细血管要是堵塞了、污染了，大
地母亲健康堪忧。 ”长沙市水务局局长
李增加用了这么一个巧妙的比喻，来形
容小流域治理的意义。

近年来，长沙市将河道治理与环境
污染源头防控有机结合，治理手段以工
程措施与生态措施并举， 探索出一条
“水土流失、 农田农业面源污染和养殖
点源污染综合治理”的生态清洁型小流
域建设新途径，列入了省水利厅试点项
目，在全省“两型社会”建设中探出了新
路，走在了前列。

理念优先———
探索源头防控模式

开慧河是开慧乡内流域面积最大
的河流，流域面积达 31 平方公里，干流
长度约 13.2 公里， 自南向北贯穿整个
开慧镇。 自古以来，这条小小的河流哺
育着沿岸的数千户居民繁衍生息。

前些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开慧河两岸
的农村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生活垃圾、生活
污水排入河道；过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面源污
染；特别是农民大量养猪，猪粪随意排放，导致河
流污染严重，河水低于三类水质标准，水藻大量
滋生。

开慧乡葛家山村支书汤长顺介绍，村里 3800
多人， 养猪的最高峰时猪存栏量达到 3 万多头，
大量猪粪直排开慧河，河流成了死水、臭水，河面
上满是绿藻、水葫芦，鱼虾、青蛙不见了踪影。

长期以来，国家对河道治理抓大放小，以大江
大河、主干支流治理为主，对农村河道特别是农村
小水系重视不够，导致历史欠账多，遗留问题多。长
沙市在治理水土流失过程中发现，尽管治理过的小
流域水土流失防控较好， 水体中的悬浮物明显下
降，但水色未清，COD、总氮、总磷等指标没有明显
改善，水体富营养化依然比较严重，个别地区甚至
有进一步恶化的现象。 从 2010年开始，长沙市水
务部门调整思路，将治理重心以河道治理与环境污
染源头防控有机结合，治理手段以工程措施与生态
措施并举，从源头上解决水土流失、农田农业面源
污染和养殖点源污染，逐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人水和谐”的目标。

综合治理———
打造水清景美流域

从 2012 年开始， 长沙开慧河流域生态清洁
型小流域示范建设正式实施。 其中一期工程包括
连片的 13 条支沟（集水区），以构建区域水环境
保护三道防线（生态修复区、生态治理区和生态
保护区）为主要建设目标。

将河流沿岸山林设为生态修复区，设置封禁
标牌。 在封禁治理区和出入路口设置各种提示、
警示性的标牌，封禁山林，禁止滥采乱伐。

将河流沿岸村庄设为生态治理区。 开展水土
保持、污水收集和处理、农业面源污染四级处理
等综合防污减污方式，同时美化村容村貌，对村
庄垃圾分类收集、集中处理，整修、硬化村庄土
路，开展村民环保知识教育，构建立体生态治理
体系。

将河道设为生态保护区。 以生态自然、人水
和谐为原则，重点从 4 个层面进行综合治理。

一是强化养猪污染生态治理。所有规模在 20
头以上养猪户单独或相邻多户作为一个单元，因
地制宜地设置“基质净化 - 生物净化 - 经济湿地
系统”，原地治理养殖点源污染，同时产生一定的

经济效益。
二是结合支沟疏导工程， 构建

泥沙和污染物生态拦截带。 以集水
区为单元，根据各自支沟的长度、流
量和种植养殖密度， 在末端设置
50~200 米生态拦截带，种植雨久花
和狐尾藻等， 使各集水区的排水达
标。

三是加强农田面源污染治理。
农田排水通过生态草沟收集， 根据
农田面积设置一定面积的人工湿
地，对化肥、农药进行处理后再排入
河道。

四是提升小流域干流水质。 在
干流沿途的开阔处和出口设置生态
湿地，种植水生经济植物、花卉并养
殖水产。

整个项目实施以后， 确实达到
了水质净化、 环境美化和经济增长

“三赢”的效果。 整个系统对养猪场
废水的各类污染物的去除率高达
99%，水质提高到 3 类，总磷含量从
3 类提高到 2 类，每年拦截的泥砂达
100�公斤 / 平方米。

多方合力———
建设人水和谐家园

沿着开慧河，走进沿岸乡村，记
者发现， 这里处处透出新农村建设
的勃勃生机。 干净整洁的环境，清澈

透亮的水面，与四周的山丘、田野、村落相得益
彰，浑然一体。

“开慧河开展生态清洁型小流域示范建设后，
村里的面貌大变样。 修了路，改水改厕，建设污水
管网，开展村庄绿化，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得到了
大改善。 现在，河里的小鱼小虾又回来了。 ”汤长
顺说。

“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是一项实实在在的
德政工程、 惠民工程， 不仅保护了水源， 改善
了人居环境， 而且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优化， 增
强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长沙市水务局
局长李增加介绍， 通过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 有
效改善和提升了流域内水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人、 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
通过加强农村水务基础设施建设， 防治水土流
失， 保护与合理利用本地水土资源， 充分发挥小
流域水土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当地农
业生产、 居民生活提供保障； 同时还明显改善了
下游人工湖和商业水街入湖水质问题。

据悉，十二五期间，长沙还将启动浏阳市南川
河、望城区黄金河理、岳麓区八曲河等 10 条河流
的生态清洁型小流域综合治理，使之成为最具有
魅力的滨水风光走廊和城市最直接的水生态屏
障。

专家访谈

“两型”亮点

长沙市开展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后，长沙县境内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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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慧河治理前后对比（局部）。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
2014年 1月 1日起施行

2013 年 11 月 29 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以 52 票赞成、7 票弃权，通过了修订后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将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2011 年 3 月 1 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正式施行。为了使
地方水土保持法规能够更好地与上位法相衔接， 适应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的
新形势和新要求，为构建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法律保障，湖南省水利厅从 2011 年
起启动了《实施办法》的修订工作，组织了 8 次范围较广的省内调研，多次到兄弟
省份学习取经，反复数次征求发改、环保、国土、林业、交通等部门意见，两次召开
听证会，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先后 20 余次易稿。《实施办法》本着结合
湖南省的具体情况，不照抄上位法的原则，对上位法的相关条款做出了补充和细
化。 突出了：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重点治理区的划定原则；在风化花岗岩、紫色
砂页岩、红砂岩、泥质页岩坡地设置了低于 25 度的禁垦坡度；设定了乡级人民政
府和村民委员会水土流失防治义务； 分项目类型对生产建设项目编制水土保持
方案作了具体要求；增加了挖山洗砂、取土、采石或者开采零星矿产资源等行为
的禁止性条款；明确了水土保持设施专项验收规定；加强了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
使用管理的监督等内容。

《实施办法》的审议通过，标志着湖南省水利法制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为湖南
省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长沙市水务局负责人介绍，根据新法的规定，长沙市进一步严格了开发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制和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制： 要求所有涉及土石方的
开发建设项目必须在动工前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要求开发建设项目在动工后及
时对施工过程开展水土流失监测，定期报送水土流失监测报告；否则，不予办理
该项目的报建审批和竣工验收手续。 （水保）

政策法规

一个好模式
———访中科院亚热带农业所副所长吴金水

长沙通过加强小流域治理，改善全市水环境，打造秀美绝伦的“山水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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