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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汤汤
为何清澈至今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杨晓东

淇河，这条从《诗经》中蜿蜒流出的河流，如今因为水质而声名远播——

它是目前华北地区流经城市而未被污染的河流。走近淇河，你会发现，在人

们的悉心呵护下，这条清澈美丽的河流，生态与文化交相辉映，正书写着新的

动人诗篇。

1月 5日，记者行走在冬日的淇河畔，
山寒水瘦，寂静清幽。因为有温泉的汇入，
清澈碧绿的河水上水汽氤氲，远处不时有
水鸟掠过。

淇河属海河流域卫河支流，发源于山
西省陵川县，全长 165公里。淇河在鹤壁
市境内长83公里，跨山区、丘陵、平原三种
地貌。

淇河上、中游河道坡度比降较大，河水
流速快，并且河床遍布卵石砾层，自净能力
较强。同时，在非主汛期河水多由地下泉
水补给，淇河水质良好。此外，淇河含沙量
小，两岸千峰竞秀，万壑峥嵘，景色宜人。

淇河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诗河。
“认识淇河，应从《诗经》入手。”鹤壁市

社科联副主席王殿民说。
据考证，现存历代诗人吟咏淇河的诗

文有 1000 多首，《诗经》中的《邶风》《鄘

风》《卫风》是反映淇河流域风土民情的诗
篇，共有 39篇，占了《诗经》诗歌总数的八
分之一。“淇水汤汤，渐车帷裳”“瞻彼淇
奥，绿竹猗猗”这些诗句今天依旧发人幽
思。

我国文学四大名著都有对淇河的描
绘，李白、杜甫、苏轼等文学巨匠都写下了
涉及淇河的美丽诗篇。除了长江、黄河，很
少有哪一条河流能如此被人垂青并颂咏。
2014 年，中国诗歌学会命名鹤壁淇河为

“中国诗河”。
淇河也是一条史河，有着非常悠久的

历史。史料记载，7000多年前，淇河流域
已有人类繁衍生息。沿河有新石器时期文
化的花窝遗址、刘庄仰韶文化遗址、大赉店
遗址、辛村龙山文化遗址等。李白则在诗
歌中吟咏“天下称豪贵，游此每相逢”，当时
淇河已是有名的旅游胜地。

历史：为何广受诗家青睐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古代诗人眼中的
淇河相比，目前淇河水量大为减少。但淇河
水质让人欣慰，常年保持在Ⅱ类标准。

自2014年下半年起，省环保厅9次公布
全省18个省辖市城市区内60条河流季度水
质状况，鹤壁淇河水质8次排名第一。

在水污染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淇河为
何能获此佳绩？

“淇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必须要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淇河。”说起淇河，鹤壁市委书
记范修芳话语掷地有声。他的话也折射出
鹤壁历届市委、市政府保护淇河的不懈努力。

“保护第一、恢复生态，合理利用、促进发
展，适度开发、造福群众”，这是鹤壁市关于淇
河的24字方针。

2002年，鹤壁就成立了专门的淇河保护
组织机构。各项制度举措频频出台，依法严
格保护母亲河。淇河两岸划分为三级保护
区，严格管控污染项目。

鹤壁市环保局局长袁远介绍，2006年鹤
壁已把淇河两岸的工业排污口全部关闭，许

多含金量颇高的项目被拒之门外。
在淇滨区，记者见到一座被叫停的大型

度假村项目，废弃的建筑无声地为“保护第
一”的方针做着生动注解。

城区实施雨污分流，生活污水不再向淇
河排放。淇河一、二级保护区内已关闭养殖
场近百家，大量的违章建筑被拆除。

淇河不息流淌，日常管理同样重要。
鹤壁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淇河保护管
理体系，其中的护河员制度尤其值得称道。

淇滨区金山办事处许沟村村民郑银
娥，三年前成为一名护河员。村子附近 1
公里长河段，成了她每日的守护对象。除
了清扫沿河垃圾，还要按时巡查，发现污染
现象，及时阻止或上报。沿河的千百位护
理河员为淇河树起一道严密保护网。

水利部水资源司原司长吴季松 2014
年考察淇河后表示，淇河穿越人口稠密地
区，能保持这样好的水质，在我国北方非常
少见，称淇河是华北地区唯一无污染的河
流当之无愧。

现在：为何水质独秀华北

因为沿途有多处温泉补给，淇河水温
常年稳定在 19摄氏度左右。这一特性让
淇河不仅有常见的北方水生植物，慈姑、莼
菜等南方植物也能茁壮成长。

如何让这座生态宝库更加熠熠生辉，
鹤壁市除了保水质，还积极实施了更高层
次的生态修复工作。

如今，沿着淇河行进，就像进入了一座
动植物博物馆。

按照流经区域的自然条件，鹤壁辖区
内淇河被分为原始生态功能段、滨河城市
功能段和田园风光功能段三部分，因地制
宜，分门别类实施绿化。

记者从鹤壁市淇河生态保护建设办公
室了解到，“十二五”期间淇河生态得到较
好修复，全市共完成淇河生态绿化12万多
亩，淇河生态绿化带已具规模，形成乔灌草
篱藤立体配置的较为稳定植物群落。

淇河碧水流淌，两岸植被丰富。徜徉
于正在建设的淇河湿地公园，虽是冬日，但
依旧能感受到草茂林丰、水韵悠悠的美妙

意境。目前，淇河沿岸野鸟种类已增加到
150余种，其中数十种为近年所新见。

不仅仅各级政府部门在行动，鹤壁已
形成了呵护淇河的社会氛围。每年鹤壁市
两会，都能收到相关议案提案。环保局的
环境接访日，常有市民来投诉淇河问题。

去年年底，投资20亿的亚洲银行贷款
淇河流域环境治理及生态保护项目正式签
约，项目包括淇河流域生态修复、淇河国家
湿地公园建设、淇河流域生态治理和淇河
流域生态保护四大板块，将为美丽淇河建
设再添新引擎。

淇河生态环境持续提升，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游人，保护的压力也随之增大。

鹤壁市市政府副秘书长、淇河生态保
护建设办公室主任张波告诉记者，虽然有
压力，但鹤壁市充满信心，一系列生态建设
项目正在推进，全力打造鹤壁的生态文明
品牌。

沉浸在这条已流淌千古的诗河，让人
时时想起一句话——上善若水。⑧9

未来：如何打造生态品牌

淇河

北有淇河，南有白河。

2016 年 12 月召开的省委经

济工作会上，省长陈润儿充分

肯定了鹤壁淇河、南阳白河的

治理工作。面对日益严峻的

河流生态问题，一条《诗经》中

的河，一条李白笔下的河，为

何能够“特立独行”，保持清白

不染。

寻找能够游泳的河流曾

经是民间的呼声。今年，我省

将打响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相

信来自淇河白河的治水理念、

经验、方法、模式，会给全省的

水污染防治提供有益的借鉴

和参考，一起来看看本报记者

的相关报道。

问河哪得清如许

白河悠悠
曾经流淌几多愁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本报通讯员 郭艳萍

当年，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中，白河臭气熏天，老百姓

怨声载道，管理者头疼发愁。如今，白河河清水阔，出境断面水质连续三年达

标。4级橡胶坝拦着河水，出现了荒滩出平湖、两岸飞彩虹的美景。

白河之愁是如何破解的呢？

找到病根，才能开对药方，达到药到病
除的疗效。导致白河水黑臭的污染源在
哪儿？南阳市水利局副研究员张建民说：

“河水黑臭还是清亮，首要一点是上游来水
质量。如果上游流过来的水是污染严重的
水，下游怎么可能不发黑发臭呢。”

通过调查分析，白河市区上游的鸭河
口水库网箱养鱼是污染的“罪魁祸首”。清
除前，库区共有养鱼网箱 12000多箱。同
时，还有人在库汊地方修堤筑坝，将库汊围
起来养鱼。张建民说：“网箱养鱼和库汊养
鱼都是采取饲料投喂的方式，多余的饲料、
鱼粪，以及为防止鱼生病投放的各种鱼药，
都对库区水质造成严重污染。”

2013年，南阳市重拳出击，果断将库
区养鱼网箱全部清除。同时拆除库汊 70
处，搬迁关闭沿河养殖场111家，拆除关闭

沿河餐饮店56家，从源头上彻底清除了污
染源。

但是，污染与反污染的斗争不是一帆
风顺的。2015年春季，库汊反弹，有人偷
偷在库汊地方修堤筑坝养鱼。执法部门发
现后，及时出动铲车等工具，拆除非法堤
坝。

如今，站在鸭河口水库大坝上眺望，库
区水面明净，水质清澈，再不见昔日网箱密
布的混乱景象。水库管理部门有关负责人
说：“清除养鱼网箱后，渔民采取自然生态
养殖的办法养鱼。虽然鱼长得慢了，但鱼
好吃了，价格也高了，渔民的收益没有降
低。水库污染少了，水质也大幅提高。”

据监测，如今鸭河口水库水质常年保
持在二类标准。这从源水上为治理白河污
染提供了保证。

一愁：上游来水臭

源水清了，但流经市区的白河河水依然
黑臭。原因在哪？南阳市城管局副局长李
春富说：“主要原因是因为多年污染，河底沉
积很厚的污染淤泥。单靠河水冲刷和自净，
得需要很多年。要想快速实现水质好转，必
须挖掉黑淤泥，还白河一个干净的河底。”

2015年6月1日，白河清淤工程正式开
始。李春富回忆说：“当时正值炎热夏季，
300多施工人员挥汗如雨，50多台推土机和
铲车将河底淤泥掘起，将河底铲平，100多
台运输车沿着河道曲折前行，将淤泥运出，
场面非常壮观。从清晨到黄昏，人歇机不
停。”

白河清淤工程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
工程，得到南阳市民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当
时，南阳社会各界踊跃捐款，短时间就捐款
410万元。清淤过程中，工程指挥部还邀请
200多名市民到现场监督，确保高标准、高
质量地清除淤泥。

整个工程历时13个月，到去年6月30
日结束，挖掉了市区河段18.3公里的淤泥。
南阳市园林局党委书记华伟说：“白河清淤
工程平均深挖1.8米，最深处挖3.1米，彻底
清除了河底淤泥。共运出淤泥800万立方
米，淤泥量相当于90公里的高速公路路基
土方量。”

工程施工中，南阳市还同时新修、扩建
了河中12座岛屿上的基础设施，在岛上大
量种果树，供鸟类栖息、觅食。还在河两岸
种植香蒲、芦苇、美人蕉等水生植物，通过生
物降解净化水质。

通过清淤工程，白河水质得到彻底改
观，真正实现了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成为市
民休闲的好去处。

地下水质好转了。河南岸的宛城区枣
庄村吃的一直是压井压的地下水。清淤工
程完成后，当地村民说井中的水甜了，好喝
了。

二愁：河底淤泥厚

白河水质改善了，但隐患并没有完全消
除，这个隐患就是流经南阳市区内的8条内
河。南阳市城管局市区河道管理处主任邢
新平说：“如果白河是主动脉，8条内河就是
毛细血管。这些毛细血管如果出现感染输
送坏血，主动脉的血也会因此而感染。”

8条内河恰恰问题严重。这些内河没
有稳定的源水，是名副其实的排污沟，两岸
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流进这些内河之后
再进入白河，对白河水质造成严重威胁。

为此，南阳市一方面重拳打击市区内的
重污染企业，该关停的关停，该搬迁的搬迁；
另一方面从去年4月开始全面展开内河整
治。

邢新平说：“内河整治的重点是截污、清
淤和两岸景观建设。所有的排污口全部封
死，生活污水再不能向内河排放，全部通过
污水管道送到污水处理厂处理。同时清理
河中淤泥，并按照不同的特色对两岸进行景
观建设。”

如今，邕河、温凉河、梅溪河已经整治完

毕，其他内河都还在施工之中。
在内河整治中，南阳市注重将文化元素

注入进去。记者在温凉河注入白河的入口
处看到，这里建设了“四圣亭”，为南阳历史
上素负盛名的张衡、张仲景、诸葛亮、范蠡各
建一个纪念亭廊和文化墙。邢新平说：“这
些文化元素的注入，提高了白河的文化品
位，对传承南阳历史文化将发挥积极的影
响。”

如今，白河已经建了4个橡胶坝，未来
还将建第五个橡胶坝，进一步扩大蓄水面
积。同时，白河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也
已经获得国家林业局批准，并进入试点建
设阶段。

河水清了，水生物丰富了，河中的鸟也
多了。对水质要求苛刻的桃花水母去年6
月现身白河。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中华秋沙
鸭开始在白河栖息过冬，白鹭、麻水鸭等
100多种鸟在河面飞翔。

宽阔的水域，清清的碧水，天水一色的
白河已成为南阳一道亮丽的风景线。⑧5

三愁：内河污染重

破解：清除库区养鱼网箱 关闭沿河养殖场和餐饮店

破解：实施清淤工程 沿岸种植水生植物

破解：开展河道整治 封死所有排污口

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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