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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
流域：海河流域

源头：山西陵川

长度：165公里

区域：新乡、安阳、鹤壁

北汝河
流域：淮河流域

源头：嵩县

长度：250公里

区域：洛阳、平顶山、许昌

溱水洧水
流域：淮河流域

源头：新密、登封

长度：28.5公里、57公里

区域：郑州

河流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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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红涛

溱水洧水，《诗经》中留下名字的两
条河流，虽不起眼，但跨越千年筑起一
道诗情画意的风景。在郑州西南新密
市境内，它们如今还平静流淌着。

诗源：诗经溱洧传绝唱
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的新密市委

党校高级讲师张怀州介绍，《诗经》是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采自溱洧流域
的诗歌共有25篇。

关于溱水洧水的记载，《国风·
郑风·溱洧》中有曰：溱与洧，方涣涣
兮……溱与洧，浏其清矣……

张怀州解释，诗中描绘出溱洧河边
欢声笑语，男女青年游春相戏，互结情
好的动人情景。

溱水洧水两河交汇，流水淙淙，
风景秀美，民风淳朴。美丽的自然景
色孕育出优美诗篇，历代文人对溱水
洧水多有眷顾，白居易、陶渊明、杜
甫、韩愈等无数文人墨客浅吟低唱，
如白居易《经溱洧》、高绪之《溱洧晚
归》等都曾留下名句。

不仅仅如此，溱水洧水在我国的
地理学名著《水经注》也有记载。作
者郦道元在任河南尹期间，对密县的
洧水、溱水进行了认真考察，详细记
述溱水下游响潭奇景。可以想象当时
溱水悬瀑奔流、响震十里的壮观景象。

变迁：不废江河万古流
洧水横贯新密东西，全长 57公

里，溱水自新密东北部至东部全长
28.5公里。溱水洧水在新密东部的曲
梁镇大樊庄村交流寨汇合在一起称

“双洎河”，流入颍水，最后汇入淮河。
溱水洧水滋养着这片土地。溱

水下游，地势平坦，良田万顷。依托
水资源，中原最大的豫中能源电厂落
户曲梁镇。洧水超化段，多家耐火材
料厂享誉国内，成为我省重要耐火材
料生产基地。

现如今，受生活垃圾、生活污水、
工业用水等方面影响，流淌千年的溱
水洧水变小变细，河水变少变脏。

而上世纪 80年代，溱水洧水清
澈见底，碧波荡漾，鱼虾成群，两岸林
木葱郁。

“从记事起，全村里都是吃河
水。”7月28日，在曲梁镇大樊庄村交
流寨，生活在此一辈子的 82岁老人
周现辰回忆。随着水质变差、地下水
位下降，村里 2 眼机井也无法满足
200多口人饮用。从 5年前开始，交
流寨与邻村开始使用集中供水。

面对河道淤积严重，跨河建筑物
老化，沿岸周边生态环境变差，新密开
始对溱水洧水进行综合治理，开展河
道治理工程、截污工程、生态修复工
程、防汛通道及跨河桥梁工程。

行动：河长制迎来水清柳绿
绿水青山才能换来金山银山。

为落实绿色发展理念，6月 30日，郑
州市印发了《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
案》，把全市61条河流、127座水库、5
个湖泊全部纳入。

目前，造成水污染有多种原因，
涉及环保、农业、林业、畜牧、卫生等
多个部门。

“水污染治理不是一个部门的
事，需要形成合力，久久为功，才能让
天更蓝水更绿。”郑州市水务局监管
处岳克宏认为。

据了解，郑州市推行四级河长
制，按照“小流域综合治理”思路，实
行“4+1”模式，涉及22个成员单位，
细化到 31项工作。任务更具体，责
任更清楚。

“有了河长制，溱水洧水治理就
有了‘行动纲领’。”新密市水利局河
道管理处副主任刘军伟说，溱水在曲
梁镇自上而下流经的张湾水库、河西
水库、曲梁水库、庙朱水库、大樊庄水
库，全部都纳入治理范围。

曲梁镇水利站站长陈瑞端说，溱
水治理采用PPP模式，总投资约10亿
元，目前已完成投资2亿元。治理后曲

梁境内河道水质不低于Ⅳ类标准。
溱水洧水，流淌千年的河流，

新密正在努力让其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⑧8

实现中国梦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离不

开健康河湖。全面推行河长制是中央的重大

决策，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我国复杂水问题、维

护河湖健康生命的有效举措。我省将在今年

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

本报联合省水利厅、省河长制办公室推

出系列报道《河长治水》，探寻中原水脉，走访

各级河长，展望生态文明建设勾勒出的美景。

今天与您见面的是系列报道的首篇——

《文化与河流》。

人类自古逐水而居，一方水土滋养一方文

化。在唐诗宋词里，在正史野史中，中原河湖

的身影频频出现。它们或清澈缥碧，或浩浩汤

汤，浸润了诗人的笔触，凝聚了历史的波涛。

沧海桑田，环境变迁。尤其随着近年来经

济社会发展的加快，这些流淌在古诗里的美丽

河流，遭遇了不同的水资源、水环境问题。

生态兴则文明兴。随着河长制的推进，

或将唤回河流在唐诗宋词里的容颜，人水之

间建立起新的、更高层次的和谐关系。

□本报记者 张海涛

读《诗经》，你一定会遇到淇河，
触摸到三千年前淇水之畔的喜悦忧
伤。记者近日走近淇河，探访这条
诗河的现状。

荣膺中国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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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多公
里。

“淇河是条文化河，既是诗之河，
也是史之河，是鹤壁的标识和象征。”
7月30日，鹤壁市著名淇河文化研究
者姚慧明对记者表示。

殷商末期至周代卫国 500 年
间，沬邑（在今淇县，后改为朝歌）均
为都城，淇河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京
畿之河，在《诗经》中频频出现自然
不足为奇。

根据姚慧明的研究，《诗经》中有
45首源于淇水卫地。而吟及淇河的
《诗经》诗篇共有6首，分别是《邶风·
泉水》《鄘风·桑中》《卫风·淇奥》《卫
风·氓》《卫风·竹竿》《卫风·有狐》。

因为《诗经》后世成为儒家经典，
淇河也成为历代文人心中的重要河
流。姚慧明搜集到的淇河古诗已达
1000多首。李白曾吟咏“天下称豪
贵，游此每相逢。”2014年，中国诗歌
学会命名鹤壁淇河为“中国诗河”。

水质独步华北
7月 29日，记者行至淇河湿地

公园，这里河水清澈、草茂林丰，河
面上不时有水鸟掠过。淇河上、中
游河道坡度比降较大，河水流速快，
自净能力较强，水质较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淇河
两岸经济社会发展，工厂、养殖、旅
游等污染情况日渐加剧。

在淇滨区，记者看到淇河岸边
一处废弃的矿山。

“这里已停止开采10多年，马上
还要恢复它的植被。”鹤壁市淇河生
态保护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
称淇河办）工作人员葛玉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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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淇河两岸划分为三级保护区，严格

管控污染项目。2006年鹤壁已把淇
河两岸的工业排污口全部关闭。

鹤壁还实施了淇河护河员制
度，沿河的千百位护河员为淇河树
起一道严密保护网。

淇滨区金山办事处庞村村民贾
金拴是一名护河员，负责一公里河
段，每日清扫沿河垃圾，按时巡查，
发现污染现象及时阻止或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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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水资源
司原司长吴季松 2014年考察淇河
后表示，淇河可谓华北地区唯一无
污染的河流。

河长将更给力
“过去鹤壁探索的淇河管护体制，

也是河长制的一种雏形。”葛玉庆说。
鹤壁在市、县建立了淇河办，由

市长出任淇河生态保护建设领导小
组组长，乡镇政府设置专职人员，在
村里配备护河员，形成了四级管护体
系，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九龙治水”
的弊端。

现今，河长制正在给淇河带来
新的喜讯。

记者从鹤壁市水利局了解到，
《鹤壁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
6月底已正式印发，淇河今后将有
市、县、乡、村四级河长，由市长任淇
河市级河长。

“沿淇河有60多个村庄，加上市
县乡河长，淇河将有各级河长80名左
右。”鹤壁市河长办负责人说。

记者翻阅《鹤壁市全面推行河
长制工作方案》，17个市直部门的职
责规定得清清楚楚，可有效避免执
法不严、推诿扯皮等现象发生。

淇河在我省跨越多个省辖市，
在鹤壁市境内河段最长。历史上，
淇河也存在不同行政区域间统一举
措、协调行动等方面的困境。

河长制也为这一痼疾的破解带
来了契机，省级河长将加大不同行
政区域间的协调力度。

一条千古诗河，一条绵延不绝
的文化精神纽带。未来的日子里，
伫立于更加清澈美丽的淇河，吟诵
着“淇水汤汤”的诗句，我们与古人
亲切握手。⑧8

□本报记者 陈慧

北汝河在中原大地亘古流淌，造就了一片
美丽而丰饶的土地，一部引人入胜的文化长
卷。

近日，记者寻访北汝河，探询河长制如何
保碧水长流、清澈如昨。

汝河何时分南北
元代以前，中原地区只有一条汝河，现今

则有北汝、南汝之分。
河流研究学者张朝民介绍，元代初期，洪

水泛滥，政府在舞阳把汝水截断分洪。上游改
道向东流入颍河，即北汝河，成为沙颍河的主
要支流。下游依旧南流，称南汝河，逐渐发展
成为今天的洪、汝河水系。

北汝河流经洛阳市的嵩县、汝阳县，平顶
山市的汝州、宝丰、郏县、叶县，由许昌市襄城
县丁营乡汇入沙河。干流河道长250公里，控
制流域面积6080平方公里。

汝水汤汤，积淀深厚文明。诗经《国风·周
南·汝坟》里就涉及汝河，“遵彼汝坟，伐其条
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郦道元汝河探源，苏轼、苏辙身后汝水聚
首，欧阳修栖居在汝水岸边，不少名人在汝水
驻足，并吟诗唱诵。

唐代欧阳詹的《汝州行》诗云：湛湛清流九
曲湾，浮沉澈底似拖蓝。清亮的汝河水是一张
流淌千年的水墨画卷。

汝州河务局工程师杨武战年近60岁，小时
候最喜欢去外婆家旁边的汝河游泳。他回忆：

“那时候竹篓子一罩下去，就能抓到鱼。”

生态效应初显现
7月 28日，记者在北汝河汝州市城区段看

到，工人们正忙着加固堤防、建设供市民玩耍的
沙滩岛。两岸公园芳容初绽，河水澄明透澈，几
十只白鹭在水草间嬉戏翻飞。

两山夹一川，北汝河自西向东贯穿汝州全
境，其流域几乎覆盖汝州全域，被汝州人视为
母亲河。

北汝河的上游嵩县、汝阳段是山区，以下多
属平原河道，却缺少坚固的堤防，仅汝州段发生
过有记载的特大洪水和灾情就有8次。

目前，北汝河流域沿岸堤防治理正在进
行。汝州市水务局防办主任孔德锋说，2009年
初汝州市拉开北汝河综合治理工程序幕。

如今，市区段河道堤防工程和两岸提升工
程实施后，形成长3.5公里、宽610米的连续水
面。不仅防洪标准由10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
遇，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
效益。

更让当地人兴奋的，是正在进行的水系连
通工程。把北汝河的水引进断流多年的洗耳
河，再注入汝东新区五湖，最后回流到北汝河。

城市因水而灵动，水系连通工程完工后，
水体面积将达60.2万平方米，成为汝州市最大
的自然生态水系景观带。

隐忧且待携手除
河清必须岸净。
7月 28日，记者来到三苏汝河大桥，河左

岸是郏县，右岸是宝丰县。虽然河水清澈，但
不远处的大桥下、河岸边，堆放了不少建筑垃
圾和生活垃圾。私采滥挖也是威胁河畅水清
的一个重要因素，多次打击，仍屡禁不绝。

正在推行的河长制无疑是一剂良药。
过去，九龙治水，职责不清、权责不明，往往

是谁也管不了，谁也管不好。河长制变“九龙治
水”为“一龙治水”，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牛鼻子。

据悉，汝州市河长制方案已出台，汝州市
委书记是北汝河汝州段的河长，乡、村也要设
相应河长。

“比如生活垃圾，河长制实施后，乡镇河道
内再有垃圾，就要问责乡镇党委书记。”汝州市
河道管理所所长赵选民说。

对北汝河两岸的堤防进行整修加固不仅
利于防洪，也将为污染行为设下物理防线。在
下游的襄县，北汝河国家湿地公园已获批，也
将对生态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各方携手，汝河或将永无浊波。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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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里的清波 何日重现

——文化与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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