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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和乡新场市社区有一道
风景。远远看去，紫色的梭鱼草、嫩
绿的菖蒲、粉色的荷花等湿地植物
将这块曾经的烂泥地装扮成一个
小花园。事实上，这是衡山县“退耕
还林还湿”试点项目。

“这些植物有非常强大的吸污
本领，整个地块就像一个小型‘污
水处理厂’。”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
授陈永华向笔者介绍，“通过项目
建设，将上游农业面源污水（化肥、
农药等）和周边农户的生活污水引
入退耕还湿地块，经过水生植物吸
附、滞留、过滤、沉淀、微生物分解
后得到净化，最后流进湘江的水就
成了清水。 ”

衡山萱洲国家湿地公园管理
处主任徐爱民告诉笔者，2016 年，
该县试点建设衡山萱洲国家湿地
公园， 从保护水域源头建设发力，
既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了水质，又使
得湿地的生物更多样更丰富。

近年来，湿地公园内先后发现
过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琵鹭，“三

有”保护动物凤头鷿鷈、凤头潜鸭、豆雁、白
鹭、苍鹭、斑嘴鸭、银鸥、黑水鸡、须浮鸥等 60
多种珍贵水鸟，并连续三年在公园水域内监测
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 。

“人择地而居，鸟择木而栖。 ”鸟类专家张
志强博士说，号称“生态试纸”的中华秋沙鸭
不但要择木，还要择水、择食、择温度、择氛
围，对环境的要求可谓极其严苛。 中华秋沙鸭
等多种珍稀候鸟在这里频频出现， 证明衡山
湘江水域生态环境质量‘过得硬’！ ”

湘江保护与治理， 还需要全社会力量的
共同参与。

前不久，衡山萱洲国家湿地公园创建“湿
地自然学校”暨“保护湿地、从我做起”万人签
名宣传活动在衡山县实验小学举行，通过“湿
地教育从娃娃抓起”，着力打造全民治水的工
作格局。

据悉，“湿地自然学校”是湿地公园、世界
自然基金会（WWF）与学校利用各方优势，试
点开展湿地知识进课堂、创建特色文化“湿地
自然课堂”的一项举措，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
湘江“守望者”，让爱水护水成为全民行动。

湘江北去，不舍昼夜。
湘江污染不是一日造成的， 保护与治理

同样是一场持久战。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深情嘱托，衡山县正
全力推动湘江保护与治理省“一号重点工程”
向纵深发展。

问江那得清如许？“一号工程”见真章。待
到大功告成日，湘江水碧楚云飞！

■ 夏建军 唐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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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阴雨，迎来暖阳。 11 月 23
日，湘江衡山段处处暖风轻拂，波光

粼粼，鱼游碧水，美丽的生态画卷跃

然眼前，生动地诠释着衡山县“一号

重点工程”实施以来的喜人变化。

近年来， 衡山县把维护湘江流

域的“蓝色命脉”，视为维护县域发

展的“绿色脐带”，不断加强境内湘

江流域的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

水资源保护、水安全保障，全面实施

“河长制”， 把境内 64 公里 “母亲

河”打造成清水河、民生河、景观河，

留住了生态的“高颜值”。

还母亲河一江
———衡山县推进“一号重点工程”纪实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作为长江主要支流之一，奔腾不息

的千里湘江，滔滔南来，汩汩北去，一路
逶迤， 在衡山县境内留下了 64.85 公里
长的壮阔水域。 千百年来，这条“母亲
河”汇集涓水、大源江、龙荫港等 9 大支
流，孕育形成这方点多线长的湘江水系
和临水而立的衡山城镇群落。

前不久，衡山县环保部门委托第三
方公司对全县 68 处入河排污口水质进
行监测，达标率均达 100%；而重点针对
湘江熬洲段面和县城饮用水源地一周
一次的取样监测显示， 截至 11 月 12
日，36 次监测报告合格率均达 100%；今
年以来，衡山境内湘江干流及其支流水
质部分月份保持在国家二类标准。

对于衡山县来说，这一消息备感欣
慰，深受鼓舞，其作为湘江流域衡阳段
最下游的“守门员”，可谓“一夫当关，不
辱使命”，体现了“把污源治在当地，将
清水送达库区”的博大胸怀。

“以我漫江碧透 ， 许你美丽潇
湘———我们正加快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新衡山，绝对不
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坚守生态底线，
打好史无前例的‘湘江保卫战’！”衡山县委书记、第一
总河长尹培国的铮铮话语，表达了衡山加快绿色崛起
的鲜明态度。

“让母亲河长流、长清、长美……”衡山县委副书
记、县长、总河长蒋青毫不犹豫担起着力推动之责，多
次主持召开湘江保护和治理会议，10 余次深入湘江
流域专题调研，现场督战萱洲镇黄泥港、永和乡龙荫
港等重点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湘江两岸，号角声声。 全县上下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刮骨疗毒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全面打响湘江
保护与治理的攻坚战和持久战。

很快，“河长制”工作在衡山全面开展，该县目前
已经建立了县、乡、村三级河长制责任体系，先后聘请
河道警长 12 名、民间河长 84 名，构建起“河长 + 河
道警长 + 民间河长”的全方位管水护水体系。

今年以来，县河长办下达河长交办函 49 次，推动
各级河长累计巡河达 11985 人次， 清理“僵尸船”50
余艘，集中整治湘江流域河道采砂、养殖污染等多个
突出环境问题……誓还湘江千里碧水!

午后，笔者乘船行驶在衡山县萱洲
国家湿地公园大源江上，不时有鱼儿跳
出水面。“你看这江水多清澈，真是大变
样了。 ”生活在萱洲镇多年的成章生告
诉笔者，多年前，大源江水面还遍布水
葫芦，江水黏稠泛黑。

污染在水里，问题在岸上。 河道采
砂、畜禽养殖粪污、网箱养鱼造成河水
富营养化……无一不是湘江“痛点”。围
绕堵源头，标本兼治，衡山县展开了一
系列“壮士断腕”式的治理行动———

河道采砂，禁!
� � � � 衡山湘江河道原有 19 处砂石码
头，目前已整合规范成 8 处，其他 11 处
全部关停禁采，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采砂一律叫停；涓水河段 8 处
砂石码头全部取缔，列为禁采区。

今年以来，衡山县水利局水政监察
大队和公安局驻水利局警务室采取蹲
点值守、日夜巡查、突击行动等方式，从

严从重打击非法采砂行为，开展明察暗
访 130 多次， 共出动执法船 210 艘次，
车巡 280 车次，人员 660 人次，查获违
法采（运）砂船数量 22 艘，移送公安机
关案件 1 起， 刑拘非法采砂人员 1 人，
保持了对非法采砂的高压严打态势。去
年，衡阳市将衡山县设为水利执法示范
基地。

畜禽养殖，退!
� � � � 在 2014 年拆除关停 76 个规模养
殖场、退养面积近 3 万平方米、全县湘
江沿岸 500 米范围内的畜禽规模养殖
场全部实现退养目标的基础上，今年衡
山县在禁养区范围内共拆除、关停养殖
场 51 家，退养面积 1.37 万平方米。

网箱养鱼，拆！
在 2014 年拆除、销毁网箱 263 口

的基础上， 今年又拆除养鱼网箱 251
口。 截至 9 月 30 日，全县禁养区内所
有畜禽养殖场（户）、养鱼网箱全部完

成退养。
今年以来，县政府组织水利、畜牧、

公安先后开展多次专项行动，查处电捕
鱼案 5 起， 没收电捕鱼工具 6 台套，电
瓶 10 个，迷魂阵 15 个，地笼 134 个，扣
押电渔船 3 条，非法捕捞现象得到有效
遏制。

每天下午 3 时许，湘江护河员成检
儒都要驾船出江，巡查属于他管理的 5
公里河道，打捞漂浮在河面上的水葫芦
等垃圾。 一年前，他还是一名水上餐饮
船船主。

今年以来，衡山县在依法依规打击
水上餐饮船只的同时， 积极加强宣传，
动员这些非法餐饮船船主自愿转岸经
营，还为其今后营生出谋划策，得到船
主们的充分理解与大力支持：“我们做
这生意的确对江水造成了污染，将来水
都污染完了，子孙还能喝什么？ ”

截至目前，50 余艘餐饮船全部上
岸接受拆解。 在县委、县政府关心扶持
下，大部分船主都“转行”上了岸，而成
检儒习惯了江面上的生活，干脆当起了
水上“清道夫”，只不过不再丢垃圾，而
是负责捞垃圾。

变 化 在 水 里 行 动 在 岸 上

除了要敢于“壮士断腕”，治理湘江
还要舍得投入。 为了救治“母亲河”，湘
江沿线数十万衡山儿女不仅舍得，而且
使出了“洪荒之力”：

———去年以来，衡山县先后筹资 1
亿余元用于湘江河道除险加固、岸坡修
护、 排污口治理等建设。 其中， 筹资
5500 余万元（国家投入 1470 万元，县级
配套 4000 多万元） 用于湘江河道岸线
险情。

———去年投入 500 余万元用于河
道保洁。 其中，用于水葫芦治理就投入
300 余万元。

———投资 1650 万元， 对毛泽建公
园附近的冷水井地质灾害地段进行处
治恢复，共卸载土方 13 万余方，恢复路

面 200 余米，并对滑坡面进行了整体防
水，栽种了树木、草皮，修建了一座六角
亭，300 米踏步和护栏。

———投资 1 亿余元，完成县工业园
区污水处理厂一、二期管网建设，并于
去年底建成投运。

———投入近 5000 万元建成县垃圾
压缩转运站，实现日转运处理垃圾 300
吨，改变了以往垃圾填埋的落后方式。

———投入 2500 余万元， 对原环溪
垃圾填埋场进行封场治理、绿化植被恢
复。

———整合多部门资金 1.6 亿元，实
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推进项目，重点解
决湘江流域农村面源污染、 生活污水、
畜禽养殖、饮水保护等问题。

———投资 755 万余元， 对福田铺
乡、岭坡乡遗留重金属废渣进行治理和
生态恢复，消除了铅锌矿开采遗留尾矿
中重金属污染物对当地土壤、 地下水、
地表水的影响。

……
如今，“大手笔”付出终于取得了初

步成效， 很多环境资源都在“失而复
得”。 河水清了，绿地多了，鱼儿回来了，
垂钓的人多了，下河游泳的人多了。 人
们说， 小时候见过的那个湘江又回来
了。

变化， 不仅照进了老百姓的心里，
也刻进了决策者的理念里。

“一号重点工程”实施之初，面对钱
从哪来？ 人往哪去？ 污染怎么治？ 许多
地方和部门负责人仍存犹疑，担心扔钱

“打水漂”。 现在回过头来看，以前的那
些争论、争辩早已烟消云散，所有的付
出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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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出 “ 洪 荒 力 ” 带 来 大 改 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衡山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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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湘江 、保护湿
地”从娃娃抓起。

一叶轻舟入画来。 图为湘江衡山段掠影。

衡山湘江段引来中
华秋沙鸭。 张吉安 摄

衡山县开展水上巡护监测。

衡山县“退耕还湿”项目区。

衡山县开展湘江支流涓水巡查。衡山县先后开展一系列督查行动， 图为湘江河边排渍站
建设督查。

衡山县冷水井地质灾害工
程完工后的样貌。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