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披着晨曦， 船行于一汪碧绿的澧水之上，光
影斑驳，水清明如玉。 虽是寒冬，望两岸，或小桥
流水人家，或树影相映成趣。

境内长达 313 公里的澧水， 如同一条遒劲
而风骨雅致的绸带， 串起了错落有致的村庄和
拔节生长的绿意，见证了张家界的沧桑巨变。如
今，澧水从一条有病有难的“老”河开始变 “年
轻”了，且愈发朝气蓬勃。

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 ，美景能够重入眼
帘，得益于两年来河长制工作的“守护力量”，提
升了张家界这座美丽城市的“颜值”，也守住了
这座国家森林城市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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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蜿蜒崎岖的公路行驶，笔者来
到了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芭茅溪水田坝村，只见河水缓缓流
下，岸边水草丰美，水中鱼儿畅游。

得益于自然生态好“颜值”的五道
水镇芭茅溪村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度
假，尤其是夏冬两季。“扎帐篷、听水
声、数星星……”村民袁启文说，村里
依溪水而建的十里坊度假山庄的房间
在夏天几乎是供不应求。

行走于芭茅溪的河流边， 河风拂
面，沁人心脾。 跟随水流的律动，时而
有游客高歌一曲， 时而有游客舞动一
番， 甚至有游客俯下身子品尝这股甘
泉……人与自然的和谐，处处可见。

好水来源于最好的保护， 张家界
通过推出河长制会议制度、 信息共享
制度、工作督察制度、工作考核办法、
河湖日常监管巡查制度……一项项常
态化的管理制度，严考核，严监督，严
处理，让“河长制”成为“河长治”的重
要手段。 张家界还率先在全省建立并
推行河流河段“河长 + 警长” 工作机
制，加大对涉河、涉库等环境犯罪的打
击，污染减少了，水质变好了。

监测表明，澧水干流张家界市段 7
个监测断面均保持Ⅱ类水质， 澧水支

流溇水 2 个断面全年保持Ⅱ类水质，
水质状况优。 今年 2 月 4 日，在第二批
“中国好水”水源地的名单里，澧水赫
然在目。

“哪里的山最高最美，哪里的水最
清最绿，我心里有数。 ”澧水边，骑着自
行车巡河的“民间河长”杨宏银不时停
下来，查看河道垃圾与排污口，并拍照
记录，“像我这样的志愿者， 保守估计
有上万名。 ”

翻开杨宏银名为“澧水守望者”的
微博，40 条记录都是他曾经骑行
巡河的“佐证”。 微博
里，记录着他与团队
的 200 多名志愿
者， 从八大公
山水源地溯
源探访，到
第三水厂、
澄潭水厂
水质检测
活 动 ， 再
到饮用水
保 护 区 专
项整治……
足迹踏遍澧水
沿岸。

入冬后的永定区茅岩河镇， 寒意略
浓。 茅岩河盘山而过，绿水悠悠，水鸟肆
意，两岸青山夹杂着红黄两色，风景美不
胜收。

今年，随着张家界西线旅游景区开门
纳客，茅岩河旅游一天天火热起来。 结合
旅游发展和“河长制”工作，茅岩河镇党委
政府和茅岩河旅游公司引导“靠水吃水”
的渔民“上岸安居”，退出下河捕鱼、网箱
养鱼的生活方式，从事河道保洁、垃圾打
捞等工作，守护茅岩河水域一片洁净。

“一开始担心禁渔维持不了生计，但
是没想到参与河道垃圾打捞竟然有 2 万
元的年收入。”渔民胡国就是其中之一。随
着西线旅游的发展，他撤掉了家里近 100
平方米的网箱， 被聘为长期河道保洁员，
比打鱼更安全、收入也更稳定。

据了解， 全镇从今年 7 月决定取缔
网箱养殖，目前已有 52 户的 900 余口网
箱退出，清理了台网 4144 平方米，水上
建筑 521.13 平方米。

如今的澧水茅岩河段，水障没有了，
河道畅通了，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景。

另一头的桑植县陈家河镇旧街村，又
一派好山好水：澧水中源陈家河段河水清
清，从老树下缓慢穿过，宛如一卷“小桥流
水人家”的自然山水画，悠然温润。

当笔者沉浸于这般柔情山水之间时，
旧街村村民彭明珍说，多亏了“河长制”，
不然这条河流就成了“灾难河”。

于 2015 年报批的衍升砂石场为保
证货量， 硬生生地把河流的走向给改变
了， 随之带来的是河水直接冲击 300 余
亩黄金茶基地。 所幸政府在去年果断关
停了这个砂石场，将“灾难”扼杀在摇篮
里。

“如果没有河长制，我们将损失近百
万。 ”面对这一“救命”举措，旧街村村支
书覃章兵感慨道。 如今旧街村恢复了“小
桥流水人家”的原貌后，旧色老宅，四季冷
暖，花开花落，引来游人拍照留念。

据了解，自开展河长制工作以来，水
利、环保、公安、国土、交通等部门联合关
停取缔了涉大鲵自然保护区内 29 个采
砂项目，拆除了 12 座水电站。

家住桑植县澧源镇八斗
溪的殷祖习，是个“老桑植”，
对家门口的八斗溪水库无比
熟悉。 他记忆中的河堤破破烂

烂， 汛期总涨水，“1998 年澧水
发大水，桑植城区被淹了，家里的

床板都漂起来了。 ”
由于居民环保意识不强，生活污水、

生产废水都直接排入河水之中， 导致这条
“母亲河”灾难重重。

自从落实“河长制”后，桑植县对八斗溪
进行了河岸综合整治和生活排污整治。“环
境好了，住得舒服了，心情也愉快了。 ”殷祖

习对此很满意。
沿着八斗溪乘澧水而上， 两岸青山黛

如烟，沿岸乡村留住了乡愁和风情。
淌过小河口，到达了洪家关乡南岔村，

这是澧水流淌过后留下最富饶的土壤之
一。 洪水肆虐曾导致村民一度放弃沿河种
植，可如今，近 2200 亩的蔬果种植基地沿
河种植，直接带动当地村民致富，绘出一幅
美丽风景画。

“在亭子里喝着茶， 赏荷花， 多惬意
啊。 ”踏入富裕生活的刘玉环，看着自己门
口的荒地变成了“百宝盆”，也正筹划把自
家田地打造成“荷花园”。

来自澧源镇的王虎国十分钟爱这个地
方，他说：“有水有山，有树有花，来这里采摘
水果是最好的选择。 ”和他一样，来南岔村蔬
果园采摘，已成为民众心中一件惬意的事情。

“生活变好了，老百姓开始钻研养花养
草了。 ”南岔村村支书文小珍说，美丽乡村
的目标越来越近，老百姓也越活越精彩了。
今后， 南岔村还将继续坚持把水源地保护
和旅游观光建设相结合，建设成生态环保、
水质清洁、风景秀丽、空气清新的示范区。

带着秋收的果子，行走于南岔村，老百
姓的楼房越盖越高，小车买了一辆又一辆，
踏上了幸福小康之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在这里一代代衍生。

水清了，两岸的“颜值”打造也很重要。
沿着澧水溯源，两岸高山被绿植紧紧

裹住，像披上了一件绿色大衣。 生态是张
家界的底色，一直都有着不低的“颜值”，
但随着河长制工作深入开展以来，其“颜
值”更美了。

“等再过几年，澧水沿线两岸的山将
更青，水将更绿。”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
对未来的生态澧水充满信心。根据张家界
市委、市政府要求，近年来，张家界林业系
统将通过澧水周边造林绿化工程在全市
范围内的河流、 水库和水域岸线进行绿
化。 自“河长制”实施以来，澧水岸线造林
绿化工程人工造林 18 万亩，封山育林 28
万亩，投入资金 1.5 亿元。

在精心装扮下，茅岩河的“颜值”愈发
楚楚动人。 岸边的房屋错落有致，灰色的
砖墙，黛色的瓦顶，翘起来的屋角增添了
律动，一派生机蓬勃之景。

数据显示，2017 年，茅岩河镇茅岗村
完成“穿衣戴帽”工程 57 户，投入资金高
达 171 万。 同时，该村还按照镇园发展规
划，形成统一安置模式，实现村容村貌整
洁，与水环境和谐统一，整体环境自然优
美。“这就是我的家乡，有乡愁的味道。”村
民胡世新看到村里的变化后喜笑颜开。

在澧水流经的张家界市永定区，河岸
沿线的景色也更美了。自去年开始，家住永
定区维港十字街的张雨洁，晚饭后总爱带
着孩子沿着澧水风光带走一走，散散步。

这里河水静静流淌， 河面波光粼粼，
花儿悄然绽放，芦苇绵绵荡漾。 抬头望去，
天门山被晚霞弥漫，宛若一幅美丽的画卷。

为打造都市风情于一体的“慢生活”
亲水空间，使之成为“绝版张家界”的城市
名片。

水映青山，鱼虾畅游水中

苍木林荫，绿意席卷河岸

风景如画，诗情写意满窗

千里碧带，飞鸟阅览山河

白 鹭 成 为 澧
水河的常客。

彭立平 摄

秀美茅岩河。 向韬 摄

曾经的网箱已经全部被取缔。 龚建军 摄

张家界城区澧水
河段。 彭立平 摄

澧水支流
唯美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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