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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营造全社会关爱河流、保护河流的良好氛围，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凝聚生态文明建设共识和合力，根据《关于开展河长制“六个最美”评选活动的通知》（张河办
〔2018〕27 号），经民主推荐、初级评审、网络投票（占 30%）、专家评审（占 70%），最终评选出 5 条“最美河流”、5 座“最美水库”、10 名“最美河长”、5 名“最美河道警长”、5 名“最
美河道保洁员”、5 篇“最美征文”，特通报表彰。

中共张家界市委宣传部
张家界市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最美河流

高靖生
负责河流名称： 慈利县境
内所有河流
主要事迹： 自担任慈利县
总河长以来， 他始终把改
善水环境作为“第一要
务”。 为解决全县河库“四
乱”问题，签发了总河长 1
号令， 主持召开总河长会

议，研究解决河长制推进中的具体问题，并在全
县范围内组织开展河库“清四乱”“僵尸船”清理、
打击非法采砂、非法捕捞、畜禽养殖污染等 6 个
专项整治行动。

龚朝明
负责河流名称 ：大溪（马
头溪）、仙人溪水库
主要事迹： 自 2018 年担
任大溪（马头溪）河长和
仙人溪水库第一库长以
来，深刻认识河长制的重
大意义，切实担负起河库
管理保护的历史使命，认

真履行“河长”职责，始终将河库生态环境保护放
在第一位，积极开展一月一巡河，务实履职，深入
调研，积极作为，有力推动大溪、仙人溪水库生态
环境治理和保护工作。

吕艳军
负责河流名称：九斗溪
主要事迹 ：“汗流浃背”
是他的治水常态，“风雨
无阻”是他的治水坚持，
“面带微笑”是他的治水
态度，“值得信赖” 是他
的治水成效， 正是这种

不遗余力的精神， 实现了九斗溪的长效性常态
化治理。 目前，九斗溪已成功打造成为张家界市
级“样板河”。

杨宏银
负责河流名称：澧水流域
主要事迹： 作为“民间河
长”的他，以澧水流域河岸
线长 96.8公里为范围的沿
线日常巡河、 定点监督工
业排污， 以及对张家界市
317 条河流、264 座水库从
摸清河道起端位置、 流域

面积、流经村庄以及河道水利设施、周边污染源
等情况。 用手机对垃圾死角、排污口等拍照存档，
建立了张家界“水情图”，为该市河流生态贡献了
自己的绵薄之力。

彭 飞
负责河流名称：溹水
主要事迹：为彻底整治提
升溹水整体环境，街道办
事处主任彭飞带队深入
各户听取意见，耐心细致
地做思想工作，积极引导
村民自觉加强保洁意识。
从完善制度、制定治水方

案，到加大宣传力度、开展河道巡查、严格执法
力度、 发动全民监督等， 彭飞通过一系列的举
措，让锣鼓塔的河道悄然发生着巨变。

最美水库

水库名称： 慈利县赵家垭
水库
水库库容：6291万立方米
所在河流名称： 澧水一级
支流零溪河
所辖区域：南山坪乡新坪村

水库简介： 赵家垭水库位于澧水一级支流零溪
河，是一座集防汛、灌溉、发电、供水等功能于一
体的中型水库，水库集雨面积范围内人烟稀少、
植被茂盛、环境优美 ，森林覆盖率高达 90%，水
库始建于 1972 年 10 月 ，1975 年 12 月建成运
行。

水库名称：黄石水库（慈利
段）
水库库容：6.02亿立方米
所在河流名称：沅水
所辖区域：慈利县龙潭河镇
水库简介： 黄石水库地跨

桃源、慈利两县，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
发电、养鱼等综合利用的大(Ⅱ)型水利工程。黄石
水库环境优美，一库清水碧波荡漾，沿岸青山倒
映水中，船行水上如入画中。 自慈利县 2015 年开
展退网上岸行动以来， 黄石水库水质大幅改善，
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游览观光，徜徉在黄石水库的
山水间，乐而忘返。

水库名称：双泉水库
水库库容：1048万立方米
所在河流名称：酉水支流
所辖区域：马合口白族乡
水库简介：双泉水库位于
桑植县马合口乡 ，属澧水

一级支流酉水 ， 是桑植县唯一一座以灌溉为
主，兼顾防洪、发电、养殖等综合效益的中型水
利枢纽工程。 水库涵养林 6700 余亩，渔业水面
800 余亩，库区环境优美，植被茂盛，风景怡人，
是旅游休闲垂钓胜地。

水库名称：土木溪水库
水库库容：1319万立方米
所在河流名称：澧水
所辖区域：土木溪村
水库简介： 土木溪水库位
于张家界市永定区天门山

镇，中游峡谷库区内植被茂密，郁闭度高达 90%
以上。 水库坝址及其所涉及工程范围内，属于温
湿的中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暖热多雨，冬冷夏
热，四季分明，景色宜人，可谓休闲度假的好去
处。

水库名称：寒溪沟水库
水库库容：141.6万立方米
所在河流名称：寒溪沟
所辖区域： 罗塔坪乡槟榔
坪村
水库简介： 寒溪沟水库位

于张家界市永定区西北部，水库大坝坐落在永定
区罗塔坪乡槟榔坪村，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有
防洪、养鱼等综合效益的小(I)型水库工程。 所属
水系为澧水二级支流槟榔溪上游。

张贤虎
负责河流名称：柳杨溪
主要事迹：“青山绿水就是
金山银山。保护水资源，护
航水环境治理， 公安部门
责无旁贷。 ”“河道警长”张
贤虎作为辖区打击河道污
染违法犯罪行为的第一责

任人，严格依法履行各项职能，严厉打击涉水违
法犯罪行为，为柳杨溪的长效治水筑起一道“安
全网”。

刘 鹏
负责河流名称：零溪河
主要事迹：凡事亲力亲为，
依据其职责充分发挥公安
职能的优势， 有效打击涉
及水环境污染的犯罪行
为， 辖区河道水质较以前
有了明显的改差， 并积极

协助环保局相关部门履行指导、 协调和监督功
能，有利促进了将“河长制”落到实处，推动黑臭
水体的整治，从根本上改善了辖区的水环境。

邢剑锋
负责河流名称： 溇水河、
杉木桥溪
主要事迹 ： 为实现全镇

“水清、河畅、岸绿、生态”
的工作目标，邢剑锋组织
全所民辅警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工作要求，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美丽杉木桥”
这一主线，积极推进“河道警长制”工作，全力护
航全镇生态建设。

黄 明
负责河流名称：金鞭溪
主要事迹： 巡防巡河，他
是这条溪流每天晚上坚
守的风景线。 金鞭溪游道
沿着金鞭溪水蜿蜒前行，
除了周末和外出办案，黄
明会带着值班民警、协警

沿着游道巡查，防止电鱼、偷捕大鲵和珍贵植
物者趁夜作案， 确保流域内野生动植物的安
全。

唐 菲
负责河流名称：索溪河、
金鞭溪等 9条河
主 要 事 迹 ：2016 年 至
今， 唐菲作为武陵源区
总河道总警长， 负责武
陵源区辖区索溪河、金
鞭溪等 9 条河。 为确保

管控到位，他结合实际，进一步加强河道管理知
识宣传教育，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充分发挥公安
机关打击违法犯罪的职能作用，打造了“最美河
道”建设安全长廊。

最美河道保洁员
金鞭溪女子保洁队
负责河流名称：溹水(金鞭溪景区段)
主要事迹：2003 年 1 月成立，负责金鞭溪河岸线
的保洁、巡查及水资源保护等工作。 自全面推行
“河长制”工作以来，她们以“水系完整、水量保
障、水质良好、河流通畅、生物多样、岸线优美”为
总体目标，以“你扔我捡、以德服人”为服务理念，
为河道的美丽和洁净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大家
都称她们为金鞭溪“最可爱的人”。

施大松
负责河流名称：宝峰溪
主要事迹：从 2018 年 1 月担任河
道保洁员以来， 一门心思投入河
道保洁工作中，风雨无阻、任劳任
怨。 每天六点多开始巡查河道，积
极做好河道日常保洁， 及时打捞
清除河道内各种漂浮物、垃圾、有
害废物， 并对河道岸线的各种垃
圾、杂草及时进行清理。

征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八大公山的水》 谢德才 桑植县委宣传部

《十里长潭美如画》 王 川 桑植县凉水口镇

《碧水蓝天 梦圆澧水》 沈金芳 慈利县零阳镇城西中学

《涅槃重生，溹水又是风情别样处》 邓克猛 武陵源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清扬婉转茅溪河》 戴澧兰 尹家溪镇人民政府

田如意
负责河流名称：澧水泗坪段
主要事迹：“脏了我一人，洁净千万
家”，这句话是田如意一直恪守的
信念。 自 2018年 3月开始担任河
道保洁员以来， 专门负责辖区内
澧水河段河面、 河岸线的卫生保
洁工作。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澧水
泗坪段， 清澈的河流倒映着青山
和蓝天，美得让人心醉。

胡 挺
负责河流名称：九斗溪
主要事迹： 凭着一股对事业的执
著、一腔对乡土的热爱、一种坚韧
不拔的精神，胡挺甘心为人民群众
服务，为人民办实事，一心投入到
河道保洁事业中， 无论刮风下雨，
还是烈日酷暑，他依然坚持河道清
洁工作，从不抱怨，认真负责地为
村民创造一个良好水环境。

邢祖贵
负责河流名称：澧水河
主要事迹： 从事保洁员工作 5 年
以来， 他每天待在小船上的时间
长达 6 小时以上， 不管是刮风下
雨还是烈日暴晒， 他都坚持清理
河面上的垃圾、河里的水草。通过
他的努力， 河道卫生有了质的变
化， 得到广大市民及各级领导的
认可与表扬，原先几条“垃圾河”，
现如今已焕然一新。

李友全
负责河流名称：汝池河
主要事迹：为彻底整治提
升东风坪村整体环境，村
支部书记李友全带领村
两委班子，深入各户听取
意见，悉心以对，做河道
治理的宣传者； 身体力
行， 做河道治理的践行

者；从严不苟，做河道治理的监督者。 通过扎实
的工作， 汝池河法人河道整治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李德安
负责河流名称：澧水北源
一段（长潭河）
主要事迹：他是长潭河从
清到混，又从混到清的见
证者，更是这段河变化的
维护者。 任河长后，建章
立制，管理有效，组建队
伍对河道进行经常化管
理，对于非法采砂坚决取

缔。 管理到位，效果显著，坚持做到每日一巡，平
时垃圾保洁员随时捡。他的以身作则，认真履职，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得到了众人点赞。

王云华
负责河流名称：澧水河
主要事迹：“面带微笑”是
他的管水态度、“风雨无
阻”是他的管水坚持。 在
担任该流域河长以来，定
规立制，做“治水管水兴
水”的先行者，结合辖区
河流实际情况，制定出适
合村（居）情的治水方案

和考核要求，并推行交叉考核和巡查整改的考核
机制。 身体力行，做“治水管水兴水”的践行者；出
谋划策，做“治水管水兴水”的决策者。

覃道武
负责河流名称： 杉木桥镇
境内溇水流域、杉木桥溪
主要事迹：“汗流浃背”是
他的治水常态，“风雨无
阻” 是他的治水坚持，“面
带微笑”是他的治水态度，
“值得信赖”是他的治水成
效。 在担任河长以来，强组

织、严管理、勤巡查、重宣传，水环境也得到有效
改善，初步形成了水清岸绿、宜居宜游的田园风
光面貌。

张太平
负责河流名称：溇水
主要事迹：溇水水域面积
达 680公顷。自担任河长
以来，夯实基础，全面构
建河长制工作体系，成立
了相应组织机构和相关
工作制度。 突出重点，开
展水环境专项治理，让巡

河制度化，加强“四网”治理，开展“清四乱”专项
整治行动，溇水基本实现了“河畅、水清、岸绿、美
景”的目标。

河流名称：河口乡澧水中
源干流迷水河
河流长度全长：8.01公里
河流起点：沙洲村
河流终点：河口村
所辖区域：桑植县河口乡

河流简介：这里，河水清澈见底。 远远望去，白雾
似轻纱般笼罩着碧蓝的沙洲河水面，山峦与河水
之间像隔了一层薄薄的水汽，氤氲弥漫，一眼朦
胧。 河水顺着山峦流下来，斗折蛇行，蜿蜒曲折，
时急时缓，飞溅起雪白的水花，撞击着河底的沙
石，发出潺潺的、清脆的流水声，悦耳动听，韵律
十足。

河流名称：桑植县长潭河
河流长度全长：6公里
河流起点：洪峡浪
河流终点：凉水口楠木岗
所辖区域：桑植县凉水口镇
河流简介：长潭河，是澧水

北源的一段，上起洪峡浪，下至凉水口楠木岗，全
长 6 公里。 源自五道水七眼泉冒出，一路向东，跌
跌撞撞，蹦蹦跳跳，劈山切谷，绕来拐去，经五道
水、芭茅溪、沙塔坪进入凉水口。水经洪峡浪激流
后，河床平坦，流速缓慢，形成“十里长潭”。 “十里
长潭十里画廊”，人称“小三峡”。位于沙塔坪与凉
水口交接处，澧水北源中的一道天然屏障。

河流名称： 深溪四都坪乡
河段
河流长度全长：25.2公里
河流起点：熊家塔村
所辖区域：永定区四都坪乡
河流简介： 深溪流经永定

区四都坪乡的熊家塔村、沅溪村、四都坪村、铜斗
村，有张沅公路经过，沿途风光优美，水质清澈，
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原始森林覆盖率高，而中
下游地形、水面开阔，勤劳善良的土家族人世代
聚居于此，仍保留着传统的生活习俗和土家族特
色民居的土家吊脚楼、百年古祠、百年风雨桥，一
片人文景象让人心旷神怡。

河流名称：溇水河
河流长度：9.68公里
河流起点：栗山苗儿溪组
河流终点：马塔智慧组
所辖区域：杉木桥镇栗山
村、尖角村、马塔村

河流简介： 溇水河杉木桥段自栗山苗儿溪组起，
流经尖角，马塔。 河流自然风光独特，水清岸绿，
生物多样，植被葱茏，美不胜收。 近年来，通过采
砂治理、植树造林、群防群治等活动，溇水河两岸
山更绿，水更清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目
标得到进一步实现。

河流名称：溹水(锣鼓塔街
道段)
河流长度：11.1公里
河流起点：磨子峪水库 - 水
绕四门世界自然遗产碑界处
河流终点：水绕四门
所辖区域：锣鼓塔街道

河流简介：溹水河流(锣鼓塔街道段)位于溹水上
游，是整个溹水河流的发源地，河道全长 11.1 公
里，境内有五条支流汇入河道，三座中型水库。 近
年来，通过对河道的治理以及对溹水上游养殖户
的取缔，溹水 (锣鼓塔街道段 )河流水更清，河更
畅，岸更绿，景更美，成为宜居环游的休憩胜地。

张家界市河长制“六个最美”展示

最美征文

最美河长

最美河道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