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现状

水，是城市的命脉，是城市的灵
性所在。

从去年开始，为加快恢复我省
城市河流的生态功能，省政府印发
了《河南省城市河流清洁行动计
划》。

根据行动计划，我省将进行垃
圾河清理整治、河流截污整治和工
业污染源整治三大治理工程，从源
头上截断城市河流污染。

计划要求2014年，全省消除垃
圾河；2015年，基本消除建成区污
水直排现象；2016年，消除黑臭河，
消除劣五类水质，初步形成水质清
澈、环境优美、风景宜人的绿色生态
景观带，所有城区河道实现有水有
鱼的水质目标；到2018年，城市河
流干流及主要支流生态基本恢复，
城市水环境质量明显提升，河畅水
清、岸洁景美、人水和谐的城市河网
水系基本形成。

如今各地治理情况如何，水质
是否变清了？

从4月13日起，记者跟随省环
保厅有关专家对鹤壁、濮阳、新乡、
郑州、许昌等5市的部分城市河流
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采访，从调
研情况看，虽然各地都比较重视生
态建设，但在对城市河流进行整治
和美化的过程中，却存在巨大差异，
有些河流水流清冽，岸边绿草如茵；
有的则污染严重，沿河环境脏乱不
堪，沿河居民怨声连连。

面对全市60多万残疾人的殷殷期盼，他凭着一
股“拼命三郎”的拼劲和勇于争先的闯劲，在短短的
六年多时间里使驻马店的残疾人工作跨入了全省、
全国的先进行列。他就是驻马店市残疾人联合会党
组书记、理事长张银良。

城市河流治理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

重要一环，城市建设应尊重和善待河流水

系。

许昌和濮阳大规模、大手笔进行城市水

系建设，无疑走在了全省前列。这也说明这

两个城市的领导者有远见，有魄力。

放眼世界，国外也有很多城市河流治

理典范。

莱茵河是西欧第一大河，历史上由于

缺乏环保意识，大量排入河中的污染物导致

河水水质急剧恶化，最严重的20世纪70年

代，河中的鱼类几近绝迹。

为使莱茵河重现生机，莱茵河流域各

国强行对排入河中的工业废水进行无害化

处理，严格控制工业、农业、城市生活污染物

排入莱茵河，拆除不合理的航行、灌溉及防

洪工程，重新以草木替代两岸水泥护坡，对

部分改弯取直的人工河段重新恢复其自然

河道。通过努力，莱茵河终于逐渐恢复到二

战前的生物多样性水平，又成了一条“真正

的河流”。

类似的成功例子还有欧洲的多瑙河治

理、美国华盛顿波托马克河治理、韩国首尔

清溪川“复原工程”、法国巴黎塞纳河治理

等。

河流是大自然赐予人类共同的礼物，

人与河流要相互依存，相互为伴。我们要

对每一条城市河流的自然功能有清醒的

认识，要尊重其自然规律，保护其自然特

性，因水而异，适度利用，绝不能因为追求

河流某一功能的最大效益而忽视其他功

能，应寻求不同功能的合理配置和协调统

一。

从2013年开始，省环保厅委托咨询公

司对全省城市河流进行了“公众对城市河

流满意度调查”和“全省城市河流治理工作

满意度调查”。许昌市连续两年在“公众对

城市河流满意度调查”中排名第四，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在对“全省城市河流治理工

作满意度调查”中，2014 年，许昌市为

77.42分，排名第三，高于全省平均分66.32

分。

而今年第一季度城市河流水质状况显

示，许昌市的所有市区河流水质全部是劣V

类。

既然都不达标，为何群众的满意度还

这么高呢？

4月17日，记者在许昌市区主要河流

清潩河、青泥河、护城河边看到，河道内到处

是热火朝天的工地，挖掘机正在清理淤泥，

一旁不时有运输车辆往外运送刚刚挖出来

的泥土。

“现在城区所有河道都在治理，所有河

道都是工地。”许昌市环保局局长李长宏说。

据了解，早在2012年，许昌市就委托

中国环境科学院精心设计市区清潩河整治

规划，一河一策，出台了《清潩河流域水环境

综合整治行动计划》，整治范围包括小洪河、

清泥河、石梁河、颍汝干渠，总面积1010.54

平方公里。

2013年7月，许昌市被水利部列为全

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许昌借

助这千载难逢的时机，提出了水系连通工

程，按照“水系连通，治污先行”的理念，将工

程项目总数由46项增加到58项。“从去年

到现在，许昌涉水投资已经超过60亿元，这

是许昌有史以来投入最多、行动最大的项

目。”许昌市财政局副局长李亚俭感慨地说。

进行水系连通工程，离不开水。难道

许昌水多？

其实，许昌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

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10，不足全省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一半。

对这样一个缺水的城市进行城市水系

连通工程，水从哪里来？“一是污水处理厂处

理过的中水，二是引黄调蓄水，三是南水北

调作为饮用水后，置换出的北汝河的水。”李

长宏说，虽然有可以调用的水源，但从未来

看，充分利用中水仍是解决水源问题的最

有效途径。

为了让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水达到景

观用水，许昌在主要污水处理厂的出口处

又配套建设了两个人工湿地公园，污水经

过人工湿地再次净化后，出水可达Ⅳ类水

质，优于景观V类用水。

“到今年7月份，所有项目都基本竣工，

到时候你们再来，就可以看到一个‘河畅、湖

清、水净、岸绿、景美’的美丽新许昌！”李长

宏欣慰地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地方都在积极

想办法解决城市河道水源问题。

濮阳市利用毗邻黄河的优势，2012年

投资30亿元进行引黄灌溉调节水库工程建

设，水库占地面积8264亩，相当于杭州西湖

的面积，其中水域面积4800亩，东湖水面

约2200亩，西湖水面约1800亩，东湖与西

湖之间由渠道相连，建有18座跨渠桥梁，并

与城市水系相连，改善水生态环境。

4月13日，在东湖岸边，记者看到野

鸭、鸳鸯……各种各样的野生水鸟在湖面

上恣意游荡，湖水清澈，湖边树木郁郁葱葱，

仿佛置身远离城市喧闹的乡野之间。

由于注入了东、西两湖的湖水，濮阳市

的城区河流水质得到了显著改善，去年濮

阳城区河流水质全部达标。河流清澈、树

木繁茂，清洁的城市河流提升了城市的品

位，也让临河而居的市民的生活变得更加

惬意。

污染何来？

专家指出，目前城市河流污染源，工业

污染较少，90%是由生活污染造成的。

站在郑州市金水河燕庄桥上可以看

到，水量很小，河水发黑发暗，水面上漂浮着

水草。“金水河一直都这样，感觉挺脏的。”过

路的市民告诉记者。

今年第一季度城市河流水质排名显

示，金水河排在第33位，水质劣V类，主要

是氨氮超标。“全省河流的主要污染物是总

磷、氨氮和化学需氧量，总磷多了河里的藻

类、泡沫就多，水不清澈。氨氮和化学需氧

量指标高了，河流就容易黑、臭。”李莉解释

说。

据了解，金水河的水主要来自两个地

方，一个是部分黄河生态水，一个是郑州市

五龙口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中水。

郑州市城管局副局长翟月修介绍，

今年以来，郑州市已清理金水河淤泥

3900多立方米，对河里的垃圾也做到了

随脏随捞。

可为什么金水河水质还不达标呢？

而去年10月份省环保厅公布的城市河

流水质排名显示，金水河水质不仅达标，而

且是郑州市城区6条河中水质最好的。

“按照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的规定，即使污水处理厂按照最高

一级A排放标准，如对照《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一级A标准仅相当于地表水劣V

类，不能做景观用水。”李莉说。

由于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标准过低，这

就意味着，处理过的污水仍然是污水。

而金水河的水质要想达到景观用水，

必须达到最低的V类水质，怎么办？唯一

的办法是注入活水，稀释污水。

“去年金水河能达标，一定是注入了黄

河生态水。”李莉说，虽然各级政府每年都会

投入资金对河道进行整治，但由于河道缺少

源源不断的活水补给，加之排污口截污不彻

底、河道清淤不及时，时间一长整治效果就

会大打折扣。

据了解，我省本身降水量较少，加之一

些历史原因，许多河流没有天然水源，水资

源相对不足。省环保厅监测的60条河流

中，42条河流都没有天然水源，占到了

70%。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人口数量

的不断上升，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水量不断

增加，污水处理厂的建设速度跟不上经济的

发展，无天然径流的河流承接的污水量不断

增加，水体水质状况就越来越差。“很多流经

城市的河道都沦为了城市废水纳污河道。”

李莉说。

郑州市现有污水处理厂4座，全部超负

荷运行，但每天仍有10万吨的生活污水未

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城市河流里。

“木无本必枯，水无源必竭”。城市河

流要想得到彻底治理，一是必须解决水源

问题，二是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速度，三

是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标准要高于国家标

准。

郑州市污水净化公司总工程师谭云飞

透漏，郑州市新建的3座污水处理厂正在试

运行，投运后污水处理率可达到95%。

家住新乡市民生渠附近小羊村57岁的村

民老岳，至今还怀念小时候民生渠那清凌凌的

河水，可如今的民生渠，河水漆黑，水面上漂浮

着垃圾和污泥，臭不可闻。“就因为挨着这条渠，

种出的麦子粮站不收，说品质不达标。”老岳指

着民生渠周边的大片麦田无奈地说。

去年上半年，民生渠COD（化学需氧量）平

均超标12.51倍、氨氮平均超标9.44倍、总磷平

均超标7.98倍，基本丧失生态功能。

家住新乡市区饮马口斜沟的沿岸居民也是

苦不堪言。4月16日，记者来到这个以“臭”闻名

的斜沟，墨绿色的河水中到处是垃圾，阵阵臭味

迎面而来。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天不热时，这

里蚊子就很多，等到七八月份时，不仅蚊子多得

没法住人，而且就算关闭窗户也挡不住臭味的袭

击。今年夏天，他们真不知该如何度过。

省环保厅污防处处长李莉告诉记者，饮马

口斜沟不仅成了生活污水排放沟，而且它和市

区主要河流人民胜利渠和卫河相连，虽然现在

有闸口分离着，但到了汛期，河水暴涨，沟里的

污水就会漫过闸口流入人民胜利渠和卫河，严

重污染这两条河流，光靠闸门闸着、不彻底治理

是绝对不行的。

而像这样的污水斜沟，新乡竟然有10条，

各个“臭”名昭著。

按照省政府《河南省城市河流清洁行动计划》

要求，2014年就要全面消除垃圾河，而新乡至今

河道内还垃圾遍地，明显落后省政府的要求。

据了解，全省县级以上城市规划区内现有

河流483条，省环保厅监测其中的60条主要河

流。去年省环保厅两次监测,流经新乡市区的

卫河、共产主义渠、人民胜利渠、民生渠，全部零

达标。

新乡市只是一个缩影。从今年第一季度我

省城区主要城市河流水质状况和排名来看，我省

除2条城市河流断流外，其余58条河流中，28条

都是劣V类水，属于不能与人体接触的污水，而

未被污染、能达到Ⅱ类水质的，全省仅有7条。

让城市河流“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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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王志昭焦莫寒

只望残疾人多欢颜
——记驻马店市残联党组书记、
理事长张银良

驿城区香山街道的付大娘患

白内障已有多年。2012年，69岁

的她成功做了白内障手术。付大

娘只是驻马店市数万名免费享受

复明手术的白内障患者之一。

2008年，驻马店市开始启动

白内障无障碍市创建工作，张银良

多次到省、市有关部门争取资金和

政策支持，整合资金 4000 多万

元。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市残联

会同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

卫生局制定出全市白内障复明手

术费用统一按800元全额报销的

标准，并实现“一卡通”。

2008年、2009年，驻马店市

为3万多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复

明手术，脱盲率 100%，脱残率

98%，无一例手术事故发生。

2010年，驻马店市本级和10个县

区白内障无障碍创建工作全部达

标，被授予“全国白内障无障碍市”

和“全国白内障无障碍县区”称号。

2014年5月，张银良作为第

五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集

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受表彰代表，受

到了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

切接见。此外，他还被评选为

2014 年“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

物”。

面对荣誉，张银良显得很淡

定，“我要把残疾人的忧乐始终放

在心头，用残疾人的欢乐作为衡量

工作的尺度，永远不会停下笃行的

脚步。” （陈健）

平舆县2岁男童郑凯文，患听

力障碍，且父母都是残疾人。当听

说市残联有为孩子免费植入人工

耳蜗的项目时，孩子的父亲满怀希

望地找到了张银良。但令人沮丧

的是，中央和省里分配给市里的指

标已经用完。为了再争取一个指

标，张银良在省残联和中国残联之

间来回跑。中国残联的领导看到

他为这个非亲非故的残疾孩子数

次奔走，很是感动，特批了一个指

标，使孩子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目

前，郑凯文已经走入学堂快乐成

长。

2010年11月，中国残联计划

资助西部一批脑瘫儿童抢救性康

复项目，每个项目资金400万元。

张银良听说后，感到驻马店亟须这

个项目，因为全市有近3000名脑

瘫患儿，但是驻马店不在资助范围

之内。张银良立即连夜赶往北京，

于第二天8点半到达中国残联，向

相关领导汇报驻马店残疾儿童抢

救性康复工作和面临的困难。中

国残联的领导很是感动，破例又批

了一个项目指标。目前，全市已有

281名脑瘫、听力障碍、孤独症等

病症儿童受益。

每天一大早，上蔡县一家盲人

按摩服务中心的盲人志军就开始

准备各种按摩工具，为当天的生意

作准备。“我身体残疾，过去别人总

看不起我，一度想过自杀。现在，

我学会了按摩技术，每月有几千元

的收入，觉得每天都有新的希望。”

说这话时，志军抱着一种感激的心

态。

志军是驻马店市残联职业技

术培训班的第一期学员。和志军

一样，全市已有6万名残疾人找到

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岗位。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

让全市所有的残疾人有活干、有饭

吃、有尊严。”张银良这样说，也一

直坚持努力去做。

为让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张

银良多方奔走，和有关部门协调，

和企业联络，将残疾人培训纳入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就业培训

基地、农业部门“阳光工程”培训基

地、扶贫部门“雨露计划”培训基地

等举办的长、中、短期培训班和特

色培训之列。连续六年，驻马店被

省政府评为残疾人就业培训工作

先进市。

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张银

良所联系的残疾人扶贫基地——

驻马店市晨钟生物科技公司，不仅

安置了35名残疾人就业，更以“公

司+农户”的模式，带动9个乡镇的

残疾人通过种植生产丝瓜而受

益。去年10月，在全市盲人按摩

人员招聘会上，43名接受专业培

训的盲人被 20家招聘单位“抢

走”。在与大商新玛特驻马店总店

联合举办的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

30名参加电脑培训的残疾人全部

与用人单位达成了就业意向。

“我孩子患了先天性脑瘫，医

生说要康复训练病情才能好转。

可是我跑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能

让孩子康复训练的地方！”一次，张

银良在下乡调研时，看到一位残疾

儿童父亲近乎绝望的眼神，内心久

久不能平静。

驻马店市有60.5万残疾人，

却没有一个为残疾人提供综合服

务的场所。为了让残疾人有一个

康复、理疗、教育、培训的场所，张

银良积极呼吁，多方论证项目的可

行性和必要性。为了使项目能够

早日落实，他拖着一条有残疾的

腿，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省发展改

革委之间来回跑。他的执着和敬

业精神感动着接待他的每一个人，

2009年，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项

目终于在驻马店得到实施。

2013年，驻马店市政府将残

疾人康复中心建设列入十大惠民

工程。为了使项目早日发挥作用，

在项目前期征地过程中，对不理解

的村民，他和同事挨家挨户做工

作，有时候协商到凌晨也是常有的

事情。这个项目从2013年7月开

工至2014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

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两个中心投入使用后，为残疾

人提供各种技能培训、0`~6岁残

疾儿童抢救性康复训练、康复技术

人才培养等，成了全市残疾人的

“共同家园”。

为进一步推进残疾人康复和

教育工作，驻马店市残联以两个中

心为依托，2014年分别成立了驻

马店市博爱幼儿园和驻马店市中

西医结合康复医院，积极探索医教

结合、融合教育发展模式，为社会

大众提供成人康复医疗服务和幼

儿学前融合教育，填补了全省乃至

全国的一项空白。

顺应期盼，
建设满足残疾人需求的服务设施

授之以渔，
让残疾人自食其力有尊严

倾情关爱，
让残疾儿童充分感受阳光和温暖

凝聚合力，
让更多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近半城中河流
丧失景观功能

原因

河流变成城市下水道

措施

让城市河流再现清澈

河流清澈、树木繁茂，濮阳市清洁的城市河流提升了城市的品位。 王冰摄

新乡市民主河内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已基

本丧失生态功能。 本报记者王志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