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的霞湾港，清水悠悠，绿草葱葱，又
见白鹭低翔、彩蝶翻飞。

这源于持续有力的治理。 2011年，株洲市
启动霞湾港治污工程，进行清淤、底泥脱水、污
水处理、底泥无害化安全处置、生态恢复等，最
终昔日的重金属污染“毒瘤”被成功切除。

霞湾港蝶变新生，湘江碧水长流，不只是
一时治标，2017年，株洲在全省率先实施河长
制，探求长久治本之策。

清水入江， 河长有责。 为实现每一条江
河、每一湾湖港都有河长，株洲市委书记毛腾
飞、市长阳卫国分别担任市第一总河长、市总
河长，全市共设立市、县、乡、村四级河长 2576
人， 覆盖全市 425条河流、964座大中小型水
库。

以河长制为抓手，株洲市汇编所有河流、
水库名录，修编湘江及洣水、渌水河道采砂规
划，完成了渌水、洣水等 36 条河流“一河一
策”编制，为河湖治理与保护提供了基本的治
理之策。 同时，力推“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开展河湖“清七乱”、黑臭水体、河道采砂、入

河排污口等专项整治行动。
今年，河长制工作向纵深推进，株洲市列

出 28 项工作清单，在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
复等五个方面展开攻坚，已排查处置乱堆、乱
采、乱占、乱建“四乱”问题 153 个，关闭非法
采砂场 55 处，切割非法采砂船吸砂船 75 艘，
整治销号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入河排污口 17
个，处置“僵尸船”148 艘，清除固体废物点 36
个，打捞处理河道漂浮垃圾 5万余吨。

水污染浮现在水里，根子却深扎在岸上。
在确保霞湾港水质达标的基础上， 株洲市还
把执法的尺量从水里延伸到岸上， 创新实施
湘江流域水利、 环保、 海事、 渔政加公安的
“4+1”轮值巡查模式，把原来“五个指头”分开
的部门攥成一个拳头，对清水塘的天、山、水、
土壤进行系统整治。

自河长制实施以来，株洲的天更蓝了、山
更绿了、水更清了、土更净了。 目前，该市主要
地表水体水质优于国家三类标准， 饮用水源
水质达标率 100%。 2019年 6月，株洲市成功
创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李永亮）

【清水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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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塘 15.15 平方公里土地 ，

承载了太多家国情怀。

这里， 散落着民国时期破碎的

“工业救国”之梦；这里，激荡着新中

国“工业强国”的豪迈理想；这里，正

坚定地践行着新发展理念， 打造转

型升级样板。

如果清水塘是一本书， 它已经

翻开新的一页； 如果清水塘是一幅

画，它已经涂抹新的底色；如果清水

塘是一首交响乐， 它正在谱写全新

的乐章！

清水塘：未来，已来
———来自株洲·中国动力谷的系列报道之四

荣光里的困顿
“一五”“二五”期间，株洲成为全国 8 个

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之一， 其中许多集中在
清水塘。

在较短时间里，这片千百年来只生长野
草和庄稼的地方，竟然梦幻般“长”出 300 多
根烟囱。 远远望去，如林的烟囱列阵而立，吞
云吐雾，上接云天，蔚为壮观。 在那个年代，
这样的景色足以让人热血沸腾。

据统计，株洲建市以来，清水塘区域内
企业累计向国家上缴利税近 500亿元。 最高
峰企业达 261 家， 工业产值约 300 亿元，占
全市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 彼时的清水塘，
工人总数超过 5 万人，很多人以“在清水塘
工作”为荣。

那时，人们沉醉于清水塘的一片繁荣之
中，他们设想过清水塘更加“繁荣”的未来，
设想过自己在清水塘过上更幸福的日子。

可就是没有想到，风光无限的清水塘却
遭遇困顿。

在本世纪之初， 清水塘工业区排放的
汞、砷、铅、镉等重金属污染物分别占湘江干
流接纳量的 90%、50%、30%和 25%。 2003
年、2004年，株洲市连续两年被列入“全国十
大空气污染城市”，清水塘工业污染是主因。

清水塘由声名远扬的“株洲骄傲”，变成
人人叹息的“株洲之痛”。

好在，清水塘严峻的环保形势也引起上
层越来越多的关注。

2007年，借着长株潭城市群成为两型社
会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的东风， 清水塘工业
区列为全国第二批发展循环经济试点园区；
2011�年，国务院批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
治理实施方案》，明确将株洲清水塘列为全国
重金属污染治理重点区域。 同年，清水塘重金
属污水处理厂开始运行， 初步解决工业污水
直排湘江问题。

新时代的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指引下，湖南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清水
塘迎来历史性转机。

2013 年，湖南启动湘江治理“三个三年
行动计划”，清水塘是重中之重；2014�年，清
水塘被列为全国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 21�
家试点之一。 至此，清水塘治理之路迎来最
大“拐点”———从循环经济试点转向整体搬
迁改造。

省委书记杜家毫对清水塘一直格外关
注。 从 2013 年至今， 他多次亲临清水塘考
察， 并在深入了解清水塘的历史和现状之
后， 提出了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目
标：从 2016 年起，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

成效。 要求株洲的同志提高政治站位，践行
新发展理念，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夺取清水
塘搬迁改造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他谆谆告诫
大家，清水塘搬迁改造，只要有一家污染企
业不搬走，就难以充分发挥整体效应。 行百
里者半九十，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一鼓作
气攻下最后的“碉堡”。

中央和省里的坚定决心，给了株洲市前
所未有的信心和力量，清水塘在烟雾笼罩中
开始艰难转身。

株洲市委、市政府勇于担当，下定决心，开
启“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十年建成新
城”战略行动：2018年底搬迁改造企业全部关
停退出， 2020年基本完成搬迁改造区域的环
境治理， 2025年全面实现搬迁改造的总体目
标，从而把清水塘老工业区建设成为一个生态
的、科技的、文化的现代化新城。

一番伤筋动骨的关停并转，清水塘区域
内 261家企业退出。

通过水系治理、废渣处理、土壤修复等
“综合治疗”，生态环境系统改善。 湘江霞湾
段水质从国家Ⅲ类提升到国家Ⅱ类，株洲城
区空气质量达标率大幅提升。

现实中的未来
小河清澈见底，河岸边坡上铺着平整的

草皮，临水部分点缀着漂亮的风景石。 眼前
的景象，使人无论如何无法将之与“污染”联
系起来。

将清水塘复原为一张白纸，再描绘出更
新更美的图画。 今天，清水塘的未来正在吸
引越来越多的目光。

忍受壮士断腕、痛彻肺腑的“刮骨疗伤”，

换来清水塘走向新生的“脱胎换骨”，还株洲
人民一个真正的“清水塘”，还湖南人民一个
美丽的“清水塘”，这是株洲市委、市政府的庄
严承诺。

为高起点规划建设清水塘新城，株洲邀
请了英国阿特金斯、德国德阁、清华同衡、上
海合乐 4家公司参与竞标。 阿特金思公司曾
参与在伦敦东郊英国老工业区遗址建设奥
运会场馆的工程，德阁公司曾深度参与德国
鲁尔老工业区的改造，清华同衡与合乐曾参
与国内众多城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现代城
区规划设计。

新城建设，基础先行。 清霞路、清湖路建
成通车，清水塘城市公园雏形已具。 围绕“桥
开工、塘蓄水、路成基”，清水塘大桥、清水塘
城市公园、清水塘大道、株冶路等“一桥一塘
六路”建设已拉开架势，着力构建与主城区
及长沙、湘潭互联互通的主干路网格局。 同
时，加快推进清水塘城市公园、湾塘山体公
园、霞湾港生态景观带和滨江风光带等生态
景观建设。

如今，从株洲湘江西岸往东望去，映入
眼帘的不再是林立的烟囱、 残败的工厂，而
是一块块平整的绿地， 一栋栋现代化楼房
……清水塘老工业区正在不断改造升级中
“变绿”，日渐焕发生机与活力，一座崭新的
生态科技产业新城正在蓄势崛起！

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表示，株洲将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省委、省政
府的决策部署，高起点、大力度把清水塘打
造成为创新活力之城、文化魅力之城、生态
宜居之城。 加快清水塘新城基础设施建设，
桥通车，塘蓄水，路成网，学校、医院配套，拉
开新城框架，搭建新城骨架，提升新城承载
力。 加快产业导入，把株洲优势产业链延伸
进来，把外面的高端产业引进过来，把留住
共和国工业发展印记和株洲工业文脉的文
旅产业发展起来，把山水环绕的清水塘生态
优势凸显出来，把清水塘的现有铁路、水运、
保税物流优势和“一带一路”对接起来，为打
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通道探索新
路径， 为打造株洲·中国动力谷提供新引擎，
为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打造新样板，为株
洲人民建设新家园。 清水塘再出发，株洲将
以抓铁有痕的力度真抓实干、 担当作为，推
动清水塘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回望来时路，艰辛而光荣。 眺望未来的
天，明朗而清澈。

绿色崛起，生态发展。 清水塘老工业区
搬迁改造，必将作为株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
程碑载入史册，必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
个“代表作”为人铭记，更将作为株洲人民一
份厚重的大礼，献给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李伟锋）

2018年 11月，因母亲身体状况，我再次回
到了株洲，回到清水塘。 从出生到现在，除去外
出工作两年和大学的四年时间， 在这片土地上
我已生活了 23年。 当车子经过石峰大桥，驶入
清水塘地界，也立马打开了我记忆的大门。

无忧无虑的童年
我一出生就生活在清水塘。 我们一家居

住在父亲单位分配的 60 平方米的小平房里，
家门口有着一棵大树， 顺着树干往上看时，我
的眼睛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被远处一排排冒着
浓烟的烟囱和高炉吸引， 因为父亲和他的工
友们就在那儿忙碌地工作着。

那时， 我们生活的小院， 没有现在楼房的
“隔阂”，网络的“干扰”，邻里之间交往密切。 今
天我家买了橘子，给邻居们送一点过去；明日父
母工作忙，隔壁阿姨直接拉我到她家吃饭。过节
时，大家会在院子里摆个大桌，每家上几个菜，
一起庆祝。院子里的小朋友们一起上学，放学后
一起在院子里玩泥巴、踢毽子、跳橡皮筋。

记忆中，母亲和邻居阿姨们闲暇时，会一
起坐在院子里织着毛衣聊着天； 晚饭时父亲
和工友们穿着统一的工服谈笑着走出工厂大
门，而这时的我会在院子门口等待，然后和父
亲手牵手回家吃母亲做的晚餐。

后来，邻居们一户户的搬离了院子，我们
家也住进了旁边的小楼房， 和那些老邻居慢
慢断了联系。

计划远离清水塘
2009年，我离开株洲去长春读大学。
同学们来自天南地北， 每当说到我的家

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那儿的语言很有趣，
都找我学上那么几句：“恰得苦、耐得烦、霸得
蛮”“妹陀”。

而对株洲这片土地的认知， 同学们仅停
留在地理书上的“交通要塞”“火车拉出来的城
市”，以及新闻里播报的“全国空气十大污染城
市”。 那时，我才反应过来，那些冒着黑烟的大
烟囱和路边沾满厚厚灰尘的树木、 那些每天
紧闭着的窗户以及空气中流动着的难闻气
味，它们都不应该是生活的常态。

大二的某个晚上，接到母亲电话，说是舅
舅知道株洲河西有个计划建设的小区， 性价
比还不错，舅舅一家很早就搬去了河西，也一
直劝说着我们家搬离。 母亲的很多朋友也搬
去了别的地方，我知道母亲也早想搬离这里。
虽然舅舅说的房子需要等几年， 但是终于有
了远离清水塘的机会， 我们家开始幻想着住
进河西新房，远离清水塘。

蝶变中的阵痛
2015年底，株洲市委、市政府痛下决心整

治清水塘老工业区。 出台了《关于推进清水塘
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一
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十年建成新城”的
目标。

在壮士断腕的决心下， 清水塘许多重化
企业陆续关停、搬迁。 2017 年 1 月，母亲所在
的工厂停业。 虽比不上株冶、株化这样的大企
业，但这次停业，对来自农村、没有文凭也没有
专业技能的他们也就意味着失业。 在曾经如
火如荼工作的车间里， 大家却久坐着沉默不
语， 人们知道必须要经历这个伴随着阵痛的
过程，都明白改善环境是必须要支持的，但是
失去工作， 更意味着几十个家庭的温饱生计
面临问题。

我不知道母亲她们开了多少会， 流了多
少泪， 最终这群视厂如家的员工虽有万般不
舍，还是选择了响应政府关停搬迁的号召。 很
多来自醴陵、攸县的员工回到了家乡。

姐夫是株冶的一名普通员工， 也是从小
就生活在清水塘这片土地上，未曾出过远门。
这次株冶搬迁至衡阳，他面临着一个选择，要
么离开家去衡阳工作， 要么放弃现在的工作。
小侄子刚读小学， 姐夫觉得是一个关键时间
点，想留在株洲一家人在一起。但姐姐却认为，
现在再就业难度大， 担心没有了稳定的工作
和收入，家庭会陷入困境。 因为这事两人争执
了多次，但最终姐姐赢得了话语权。

选择安居清水塘
这次母亲生病， 叔叔阿姨们再次来到清

水塘看望母亲，相约爬了九郎山、参观了秋瑾
故居、游玩了大冲花海。 大家感慨：石峰区变
化真大，空气质量变好了，绿色也多了，家周围
就有了很多可以游玩的地方。

姐夫来看望母亲时， 我发现他也和清水塘
一样焕发了新面貌。 他并没有因为长期奔波于
衡阳株洲两地而显出疲态， 反而更精神了。 他
说，虽然到衡阳上班了，但上 4天休 4天，来回
还有班车接送； 回到株洲也能享受到更好的环
境，生活品质明显提高，他很享受现在这样的生
活。姐夫是个空竹爱好者，以前要到石峰山顶抖
空竹，现在家门口新建了清水塘广场，早晚都可
以去玩上一会儿，生活多姿多彩。

面对清水塘老工业区的蝶变， 母亲也打
消了“逃离”清水塘的想法，决定在石峰区再物
色一个新房子，坚守在清水塘这片土地上。

有人说：“清水塘过去的生产和污染是贡
献，现在的搬迁和改造是贡献，未来的科技与
生态更是贡献。 ”过去的我，成长于清水塘；现
在的我，奋斗于清水塘；未来的我们，将安居乐
业于清水塘。 （张 倩）

一位“90后”的清水塘记忆

俯瞰清水塘所在地石峰区。

（本版图片均由株洲市委宣传部提供）石峰区俯瞰图。

老清水塘。

江晏河清，河长有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