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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一算家底

千条河流 水少水脏
记者近日在安阳茶店坡沟看到，两岸

密布人工湿地，从污水处理厂流出的水经
湿地潜流过滤后入河，水清景美。

茶店坡沟是流经安阳市区的一条排水
泄洪河道，全长20多公里，流域面积仅100
多平方公里。原本污染较重，经过近年大
力治理，面貌大变。

一条小河的遭遇，也折射着全省河流
的共同命运。

我省是全国唯一一个地跨淮河、长江、
黄河、海河四大流域的省份。记者从省水
利厅获悉，据2013年我省首次水利普查结
果，全省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共有1030条（全国为45203条），既有像茶
店坡沟一样的“小兄弟”，也有黄河、淮河、
卫河、唐白河等流域面积超过 1万平方公
里的“老大哥”。

在这上千条河流中，淮河流域有 527
条，长江流域 182条，黄河流域 213条，海
河流域108条。

“有河皆干”，提及北方河流，这个夸张
的说法常常出现，但也反映出北方河流开
发已接近或超出水环境承载能力的现实。
我省河流缺水的状况目前也不容乐观。

我省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地区，人均
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南部的长江流域水量相对较充沛，越往北
方，河流水量不足的问题越突出。在我省
近年的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考核中，情况
较差的多处于海河流域，此现象与这些河
流缺水严重、自净功能弱有较大关系。

水少的同时，水“脏”的情况也较严
重。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我省地表水I至
Ⅲ类水比例为51.1%，比全国低12个百分
点；劣 V 类水比例为 20.2%，比全国高 12
个百分点。

我省长江、黄河流域整体水质较好，但
是海河、淮河流域水质较差，个别河流污染
较为严重。城市水体黑臭现象普遍存在，
根据排查结果，18个省辖市尚有黑臭河流

130条。

◎剖一剖原因

九龙治水 缺乏统筹
河流难管，屡禁不止的河道采砂问题

就是极好的例证。
河道采砂监管涉及多个部门，在现实

执法中形成监管合力不易。如水利部门
只有水行政执法权，处罚措施对非法采砂
从业者威慑力有限。我省对多条河流采
砂问题年年都进行治理，但行动后常常死
灰复燃。

随着近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当前
水安全呈现出新老问题相互交织的严峻形
势，特别是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
境污染等新问题愈加突出。

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水无
常势”，河流没有明确权属，河湖管理保护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上下游、左右
岸、不同行政区域和行业。

但以前我国河湖管理实行“九龙治
水”，部门之间缺乏统筹，有矛盾的时候往
往因为沟通缺失，导致问题搁置。

曾有记者调查郑州市金水河相关问
题，结果走进了“迷魂阵”。市环保局说，他
们只负责监测几个金水河水质断面。城区

河道管理处称，他们只负责城区河道绿化、
清洁等。市政工程管理处说，他们只负责
城区内河道雨水等管网情况……

去年全国开始全面推进河长制，“河长
制”实现了治水从“部门制”向“首长制”的
转变，“水缸子”由首长负责，可以有效整合
各方力量，握成一个拳头管理执法，破解九
龙治水的弊端。

具体而言，河长制“小目标”有6个：加
强水资源保护、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
护、加强水污染防治、加强水环境治理、加
强水生态修复、加强执法监管。

◎想一想未来

合力管护 河畅水清
我省尚未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河长

制，但部分地区已迈出了探索性步伐。
去年，方城县域内的白河、桐河等8条

主要河流有了“河长”，由县级领导担任，8
条河流的二级支流则由乡镇主要领导担
任。不仅仅是方城，南阳全市已建立起河
长制。

此外，郑州市、商水县等也建立了河长
制。

“省委、省政府对落实河长制高度重视，
作出了重要部署，我省将确保2017年全面

实施河长制。”省水利厅厅长李柳身说。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省水利厅牵头，

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组建“省河长制办公
室”，并督促指导各市县成立本级“河长制
办公室”，搭建工作平台，建立工作机制。

根据我省实际，目前正在推动相关工
作方案出台、主要河湖名录确定、主要任务
分解落实等工作。

今年，我省一大批河长将走马上任。
按照省、市、县、乡四级河长制体系，今后全
省设立总河长，由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担任；省内主要河湖设立河长，由省级负
责同志担任；各河湖所在市、县、乡均分级
分段设立河长，由同级负责同志担任。县
级及以上河长设置相应的河长制办公室。

我国多省市已先后实施了河长制，取
得良好成效，破除了体制顽疾，通过河长来
协调、调度和监督，实现了多部门、上下游、
左右岸“共治”。

江河湖泊是地球的血脉、生命的源
泉、文明的摇篮，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支撑。多位专家指出，河长制在全省
的推进，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河湖
生态新格局的形成。

除了推进河长制，我省还打响了水污
染防治攻坚战。未来的中原大地，河畅水
清的梦想将照进现实。⑧5

犟老头滩区种树15年

人物故事

□本报记者 陈慧

春回大地，钱东玉琢磨着再栽一二百亩林子。如今，没
人再嘲笑他了，去年他刚荣膺“全国绿化劳动模范”，这个荣
誉河南省只有4人获得，他是唯一的农民。

2月26日，回忆起15年前在黄河滩区种树的情形，64
岁的封丘县尹岗乡东杨庄村农民钱东玉不胜唏嘘。“碰见的
人都说我是瞎折腾，家里人没一个赞成的。”

钱东玉算得上十里八乡的能人。20世纪 70年代，思
想超前的他就开始做些小生意，印刷、建筑、起重、防腐都干
过，慢慢地在村里的条件已是数一数二。

完全可以衣食无忧安享晚年，他却在近50岁时做了一
个大胆的决定：种树。

钱东玉把地点选在了离家十多公里的黄河滩区，那里
荒草丛生，沟坎纵横。“地太薄，种啥啥不成，都在那荒着。”
钱东玉用每亩100元的价格承包了近千亩地，顶着反对和
嘲笑声，这个倔强的老头从2002年开始一干就是15年。

没路、没水，至今无电，说起种树的艰辛，钱东玉历历在
目。他带领几十号人每天起早摸黑，带干粮、喝冷水，用80
天时间将5万余株树苗全部栽好。打井、浇水、管护，精心
管理下树苗当年的成活率在90%以上。

也是在这一年，退耕还林政策的春风吹到了这里，钱东
玉心想这事是做对了，他干得越来越有劲。“连续几年大年
三十的春晚都没看上。”钱东玉笑着说。

在钱东玉的带动下，三年内周边滩区已成为数千亩的
连片林区。

2008年林子起来了，他又把眼光盯在了林下种植上，
先后种植了白芷、牡丹、芍药、夏枯草等多种中草药材。

钱东玉说，他种了500亩的牡丹，原本是为了卖丹皮，
谁曾想原本无人问津的牡丹籽这两年倒卖上了好价钱。他
又一次当了“领头雁”，给不少村民无偿提供牡丹苗，手把手
教技术，乡里乡亲跟着他种了1000多亩油用牡丹，走上了
致富路。

还有红薯，去年供不应求。“施的化肥少，都说是绿色食
品，都来地里争着要。”钱东玉说。

“家有百棵树，早晚有一富”，这些年种树的效益却并不
可观。钱东玉说，杨树价格一直不景气，劳务成本却不断上
升，一部分人打了退堂鼓。“不过，种完几茬树后，沙土地土
质变好了，种庄稼也能有个好收成。”

后悔么？
“当然不后悔。”钱东玉说，他没事就去林子里转转，“树

长得很喜人，很美。2003年种的杨树，这会儿一个人抱也
抱不住。”

现在，这里再也看不到撂荒地。昔日荒滩已成为林木
葱葱、鸟语花香的绿色银行，也让很多人慕名而来。

钱东玉最开心的时候莫过于每年“五一”前后，这时候
树木苍翠，牡丹娇艳，每天都有上千人来看他的牡丹花。“有
人还开玩笑说让我10块钱一张收门票呢！哈哈！”钱东玉
笑声爽朗。⑧5

豫鲁交界 民间反盗猎联盟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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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论坛

生态调查

□本报记者 陈慧

再有20天左右，300多只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动物、濒危鸟类大鸨将从豫鲁交界
处的黄河滩区北飞，返回内蒙古的繁殖地。
届时，长垣、兰考、封丘、东明4县的野生动
物保护志愿者就可以松口气了。

从2016年10月底候鸟来此至今，这一
轮的昼夜巡护比以往来得轻松，且成效显
著。在长垣县绿色未来环境保护协会会长
宋克明看来，这是4县反盗猎联盟联动作战
的威力。

被盗猎分子逼出来的联盟

联合起来，是宋克明的主意。
从黄河封丘段始，黄河拐了个弯，由

“东西流向”急转为“南北流向”。一河之隔，
当地人把河西岸亲切地称为河西，把河东
岸称为河东。

逐河北上，河南封丘、长垣、兰考3县和
山东东明县的黄河湿地，生物多样性丰富，
每年有数万只候鸟来此越冬，不乏大鸨、大
雁、天鹅、灰鹤等珍稀鸟类，也招来不少猖獗
的盗猎分子。

已坚持巡护 20多年的农民“鸨卫者”
宋克明发现，虽然志愿者巡护分省界、县
界，但鸟儿分不清，盗猎分子更不会分。“我
们在河西追，追着追着他就骑摩托车逃到
河东了。”宋克明说。

监管和巡护盲区让宋克明意识到，必
须壮大志愿者力量，拉长反盗猎战线，让盗
猎分子无处可逃。其时，长垣已经拥有绿
色未来和王永昌带领的长垣县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两家野保组织，东明县和兰考县尚
没有稳定的护鸟志愿者队伍。

李海洋是山东省曹县的一位派出所民
警，做猛禽救助多年，也因此与宋克明结
缘。了解到东明县盗猎严重，在宋克明的
劝说下，李海洋和几位志愿者成立了菏泽

市鲁西南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组成了5人的
固定巡护队伍。

在兰考，也是在宋克明的影响和带动
下，兰考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2016年上
半年成立，发起人胡雁此前一直从事留守
儿童的志愿活动，也是一名公益人士。

而在封丘的陈桥湿地，一直活跃着志
愿者刘继恩带领的农民护鸟队。

2017年1月21日，河西的长垣、封丘，
河东的兰考、东明四县野保组织主要负责
人在长垣召开跨区域联动座谈会，反盗猎
联盟严阵以待。

合围震慑作用凸显

夜幕降临，鸟儿歇息，盗猎分子和志愿
者都出动了。联盟作战，比预料中更有效
果。

2月 6日的行动可谓一次成功出击。

宋克明回忆，当天晚上8点左右，在河东巡
护的李海洋发现3名驾车盗猎者正向长垣
方向行进，便立即通知了他。随后，王永昌
赶来增援，在汽车行驶到黄河浮桥时发现3
处可疑灯光，便加大油门直追，盗猎分子丢
下摩托车、强光灯仓皇而逃。

两地志愿者告别后，宋克明、王永昌和
长垣县野保科科长耿鹏、森林公安局刑警
大队队长李华会合继续巡护，23：00左右竟
又发现了盗猎者。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包
抄、蹲守，成功抓获一名盗猎者。

据悉，2月 25日晚，在长垣、菏泽两地
志愿者的合围夹击下，又控制了 2名打鸟
人。

李海洋说，相比直接近身抓获，联合巡
护、轮番巡护发挥的震慑作用更强，能有效
警示盗猎行为。“你在河西盗猎，想跑到河
东，浮桥这边有人等着你呢！”

不得不提的是，长垣县野保科和长垣、
东明森林公安成为联合行动的重要力量和
坚强后盾。宋克明说，尤其是长垣，每晚都
有两名森林公安在保护区巡逻。

联盟作战无疑是成功的，让宋克明忧
心的是，整个河南沿黄流域都是候鸟迁徙和
停留的重要区域，但其他地方还缺少类似的
民间保护团队。他希望当地都能尽快建立野
保组织，壮大民间力量，减少迁徙之殇。

记者采访中得知，野保志愿者们还面
临一个长久的困扰，就是缺少巡护经费。
据介绍，冬季盗猎高峰期，长垣志愿者的两
辆车每天在滩地颠簸200多公里，一辆车的
油费得200多元，2015年开始网上众筹之
前，全靠志愿者自掏腰包。

宋克明表示，众筹项目铺天盖地，时间长
了，大家也疲倦了，众筹变得越来越困难。“不
过，有钱干，没钱咱们还是照样干！”⑧5

□东方既白

春节没有过完，老家村上人就开始往外走了。正月已

尽，村上的年轻人也基本陆陆续续走空了。在年前才建起的

微信群里，大家不时报告着到达工作地点的消息。而发自村

上的消息日渐稀少，几个还没走的，无非是打麻将、喝酒。

可是也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消息：一条高速公路就打村南

边地里经过，而且马上就要开工建设。一位邻家哥哥在微信

群里说：“大家为啥都要往外边跑，家门口这么多建设项目，应

该也有工作机会啊！”他的话并没有得到热烈的回应。

经过村上的高速公路肯定会如期开通，从外地回家也肯

定会更加方便，村民因为被占用了耕地可以得到一些补偿，除

了这些，村民想不出更多的好处。如果说有利于本地农产品

外运的话，村上除了小麦、玉米、花生外，还真的找不出什么值

得及时外运的东西。

国家财政每年投资众多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除了

给予村民一些征地补偿和社会保障费用外，还能给村民带来

什么帮助？

一位对世界各地土地利用颇有研究的专家说，有一些国

家和地区，在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初，就会规划一些附属

设施，为附近村民提供长远的就业机会，比如高速公路服务

区；在建设过程中，有的也会让当地农民参与建设，附近居民

可以得到劳动收入；还有一些项目会把被占用土地的居民纳

入项目之中，成为项目的股东，从项目收益中分红。总归是，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在运营中，惠及当地百姓的形式是多种多

样的。而我们当前的高速公路建管运营模式，除了补偿村民

一些资金外，村民似乎只有欣赏高速公路轿车穿梭的福利了。

类似的事还有不少，比如土地整治和农田水利建设等涉

农项目，一般都会通过政府对社会公开招标，一些具有专业资

质的建设队伍中标后进场施工，竣工大吉后相关部门验收，从

此粮食稳产高产，村民坐享长久福利。然而一位村党支部书

记曾经抱怨：有些项目的规划、建设并不与村民商量，造价高

昂、规划不尽合理也没人采纳意见，村民想在项目的建设中打

个零工也没有人理会，他们从来没想到过，这些项目的最终使

用者依然是这些村民。

也有人分析，村民们缺乏组织，没有专业技术知识，更没

有大型施工机械，不会制作标书，不会成本预算，不懂得政府

项目的市场运作程序，根本无法参与到这些项目的建设中

来。但他们知道在哪里下钻打井更容易、使用起来更省力，也

知道哪块土地是什么土壤，是否有利于保墒保肥，也有一把力

气，可以干些粗活。

如今，面对日益复杂而专业的现代政治经济运转系统，

农民好像是围观一场魔术表演，只有偶尔被当作嘉宾邀请到

舞台中心充当一个道具，高兴而尴尬地欣赏着演出效果，但始

终看不透魔术背后隐藏着的玄机。

无法参与家门口的工作机会，他们只有远赴异乡。正月

过了，煦暖的春风吹来，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爷爷奶奶

在房前晒着太阳，孩子们在村里玩耍，期待着下一次爸妈归来

时那打动人心的重逢。⑧3

家门口的工作机会
农民为什么抓不住

大鸨被毒杀，触目惊心 本报资料图片

我省加快推进建立河长制

千余河流明天会如何

生态观察

□本报记者 张海涛 实习生 郝梦圆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

之基，人类社会发展一刻也离不开

水。我省河流面临着水少水脏等诸

多难题，今年全省将实施河长制，此

举能否弥补“九龙治水”的不足，让

中原河流变得更加健康？

我们在河西追，追着
追着他就骑摩托车逃
到河东了。”
已坚持巡护20多年的农民“鸨卫
者”宋克明发现，虽然志愿者巡护
分省界、县界，但鸟儿分不清，盗
猎分子更不会分。

商城灌河水清河美，风景如画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