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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潘永红 邓集键

一路向北，湘江抵长沙、经岳阳，汇
入洞庭，奔向长江。这一段波平水阔，“漫
江碧透”、“鱼翔浅底” 是她的迷人风采，
也是倚江而居的人们的殷切期盼。 11月
16日至17日， 记者沿湘江走访长沙、岳
阳，看两地如何让百姓喝得到干净水、看
得见清澈水。

长沙：让水“留下来”、“流
起来”、“净起来”

湘江，是长沙城主要水源地。湘江长
沙综合枢纽蓄水后， 湘江长沙段水位将
常年维持在32米左右，库容6.75亿方，成
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中心水源地。

长沙市民的“水缸子” 安全如何保
障？

“努力让水‘留下来’、‘流起来’、‘净
起来’。”长沙市市长胡衡华给出了答案。

11月16日， 记者来到长沙坪塘砂
场。江边，从洞庭湖运来的砂石通过皮带
不断输送至4个车间。皮带下安装有自动
计重系统，进场砂石量一目了然；同时，
40个监控摄像头实时监控砂场内每一
个角落。

“这里以前砂堆林立，江水浑浊。”长
沙市水务局总工程师王力新介绍， 曾经
的无序采砂、 掠夺性采砂使得河道千疮
百孔，破坏了水生态环境，影响供水、防
洪、航道安全。

2012年， 湘江长沙段实施全面禁
采。 近3年来，长沙湘江库区范围内拆除
非法砂场140家，清退采砂船80条，整治
采砂船649条；整合新建6家年生产能力
5000万吨、 降噪降尘的大型砂石基地，
河道采砂乱象得以根除。

为保证水质， 长沙严禁在一级水源
保护区捕捞、排污，加大对库区范围沿江
216处涵闸、85公里岸线、138处泵站的
建设和改造； 清理河道种菜并生态披绿
7000余亩，清除岸滩垃圾3万余方，完成
中小河流治理28条。 目前湘江长沙段水
质达到了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 作为全
国首批水生态文明试点市， 长沙推动湘
江流域生态河道治理的做法得到了水利

部的肯定。
针对库区可能出现的水流减慢、自

净减弱的问题，长沙市综合施策：
从源头上控制， 近年来先后否决污

染项目425个， 退出各类污染隐患企业
398家， 城市三环以内退出规模以上禽
畜养殖375家。

实施排水口截污改造，主城区“一江
五河”101个排污口，已有88个完成截污
改造，今年年底可实现全截污；建成污水
处理厂76座， 全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96.88％，基本实现了污水全收集、全处
理。

提高自来水处理标准， 自来水厂水
处理检测指标从过去的100多个增加到
216个，确保市民喝上放心水。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有46个泄水口，
蓄水后水仍然是流动的， 达到标准的蓄
水位以后，进多少水，出多少水，库区不
是一潭死水，而是一汪活水。 ”胡衡华让
长沙市民不要担心。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长沙将集中
打好水环境治理攻坚战， 计划投入300
亿元，完成以湘江库区管理、防洪保安、
农田水利、 饮水安全和水环境治理为核

心的五项重点工程。

岳阳：把好保护湘江最后一关
昼夜不息奔腾900余公里， 湘江在

岳阳湘阴的濠河口到达终点。
11月17日，记者站在濠河口河堤上

远眺，冬汛时节江水翻腾，虽然浑浊，却
不见垃圾和漂浮物。 一条河道保洁工程
船正停靠在岸边， 湘阴县水务局局长易
锦文告诉记者， 该县每季度开展一次大
规模涉河违建强拆和清障清淤行动，每
月一督查；5条专业船只常年打捞河道漂
浮物，已累计清理河岸垃圾1.5万吨；每2
公里河堤安排专人捡拾日常垃圾。

湖南岳阳屈原地表水自动监测站11
月19日8时的数据显示，8项指标的检测
结果均在三类水质的标准范围内。 作为
湘江入洞庭湖口交界断面， 湘江一路过
来水质如何，在这里得到最终检验。

湘江与洞庭湖在岳阳交汇， 岳阳如
何值好保护湘江的最后一班岗？

岳阳市市长刘和生说：“3年来，岳阳
标本兼治，从源头上盯紧看牢‘严防’，从
治理上坚守红线‘严管’，从监管上依法
查处‘严惩’，初步实现了‘山清、水秀、河

畅、岸绿、景美’的目标。 具体来讲，水源
地保护、河道采砂规范管理、绿色工业园
建设、水污染防治、南湖水环境综合治理
这5个方面的成效比较显著。 ”

如在水源地保护上， 岳阳下了大功
夫。设立了一项专项资金，即铁山水资源
生态保护专项资金，目前已筹资1亿多元
专项用于生态保护与库区民生保障；建
立了一套生态补偿机制； 实施了一轮综
合治理措施，严格执行禁迁、禁采、禁养、
禁建、禁伐、禁毒农药；建成了一个水资
源管理监控系统， 对重要饮用水源地水
质进行全天候视频监控； 确定了一批重
点保护名录；成立了一支执法队伍。

农村饮水安全也是一项重要民生工
程。11月17日，鹤龙湖镇中心集中供水工
程已近尾声，这个月底即可开始供水。通
过曝气、网格絮凝反应、沉淀过滤等一系
列工序流程，解决了湖区水质铁、锰超标
等问题，周边近5万居民今后拧开家里的
水龙头，就能接到干净达标的水。像这样
“千吨万人”以上规模的水厂，岳阳全市
共有109处。 据统计，截至今年底，岳阳
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将完成投资18.2亿
元，兴建农饮工程1241处。

特别报道2015年11月20日 星期五5
走读母亲河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潘永红 胡可

11月16日， 在细雨中来到
望城东湖，只见绿坡柳岸，清波
拥碧，令人心旷神怡。

几年前， 东湖这块低洼地
还是望城人眼里的“荒山野
岭”、“臭水沟”。 通过湖面清淤，
种植水生植物，建设景观桥、环
湖游道、亲水平台，打造水幕电
影、音乐喷泉，去年10月开园的
东湖湿地公园， 如今已成为望
城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公园的烟霞桥下， 两大块
长势茂盛的水草引人注目。“这
是新修建的人工湿地， 通过两
级格栅、 沉砂池和各类水生植
物， 进行过滤沉淀和生物降解
净化， 城区生活污水从这里变
为净水进入东湖，流入湘江。 ”
望城区水务局副局长、 水利建
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吴
世昌告诉记者。

这个湿地公园就这样贯通
东湖与湘江及整个斑马湖片区
水体，形成一条活水；同时营造
出“宜人亲水”的绿色空间。

从空中俯瞰， 在望城区湘
江西岸， 东湖只是一连串大小
河湖中的一颗明珠。

从联合垸荷塘撇洪渠，经
同福垸，跨马桥河，贯胜利垸高
沙脊至沩水河，大泽湖、张家湖、
马桥河、斑马湖、史家湖、东湖等
大型水面连接成串，形成水道长
度达22千米、水域面积约33.1平
方公里的河湖贯通水系。

实施河湖连通工程，构建循
环水生态，把湘江水资源充分利
用起来，正是长沙市下一步推进
湘江保护的三大重点之一。

据介绍， 望城区将投资20
多亿元， 把这条河湖贯通水系
打造为一条“黄金水道”。 利用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蓄水后形成
上、下游水位落差，从上游引水
至内湖、沟港，从而构建动态自
流活水体系。也就是说，通过狭
长的自流水道、 贯通的广阔河
湖， 静态的河湖水系变为可循
环流动的水系， 实现“自然积
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既能
有效解决湘江综合枢纽蓄水后
城区渍水不能自然排放的问
题，同时形成水体生态驳岸、水
域湿地系统、水系自然景观，进
一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提升
市民生活品质。

目前， 黄金水道工程已分
阶段完成马桥河、斑马湖、东湖
等骨干水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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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细雨中的长沙市望城区东湖湿地公园。公园于去年
10月开园，通过湖面清淤、水生植物种植、景观桥、2.4公里环湖游
道、亲水平台等建设，已经成为望城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11月17日， 湘阴县东湖生态公园， 市民在雨中垂钓。 该公园是湘阴县控制城市污水向湘江排放、 提升水质， 改善人居
环境， 构建生态新城格局的重点生态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河湖贯通“黄金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