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6日，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一行
现场调研海口西海岸岸线整治项目，除
了对岸线修复工作的肯定，还提出希望
海口在岸线修复中做好生态保护。

岸线修复如何兼顾生态保护？王宏
提议海口借鉴厦门在海岸带修复整治及
岸线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成功经验。

此后，为厦门市海岸养护提供技术
支持的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专家
前来海口调研。6月22日，海口海洋、水
务、园林等相关单位组成海岸线保护考
察学习小组前往厦门考察学习。

“岛在增，滩减少”，作为同样“蚕食
大海”的城市，过去40年中，厦门岛面积
增加 23.7%，但是岸线长度减少了
26.8%。

天然海滩泥沙来源一般有海岸侵蚀
来砂、入海河流来砂、近岸浅水区古沙坝
砂体向岸输移等。近几十年来，随着沿
海人类活动及河流水利工程建设活动加
剧，厦门与国内许多沿海城市一样，天然
海滩泥沙来源减少，大量天然海滩整体

处于侵蚀退化状态，台风及风暴潮直接
威胁主干道环岛路。

2002年以后，包括政府在内，几乎
厦门全社会的力量被陆续动员起来，持
续推动着厦门岸线生态的修复。

2011年，近2500公顷的厦门国家
级海洋公园建设获批，这是国家海洋局
批复建设的全国七个国家级海洋公园之
一。为建设国家级海洋公园，厦门市展
开了一系列岸线修复工作。

“厦门当时遇到的问题比现在的
海口严重多了。”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
研究所所长余兴光表示，就拿沙滩来
说，厦门启动的沙滩保护与恢复计划，
不得不采取多项工程措施保护现有沙
滩，人工再造恢复即将或已经消失的
沙滩。

以厦门会展中心岸段为例，修复前
岸边只有一些稀薄的沙滩，退潮后的滩
涂和淤泥让人觉得大煞风景。通过测算
波浪动力，创建月牙形海岸线条件，建造
坡度较为平缓的海底地形，人工补沙，使

滩肩宽达40米。
“沙滩修复并不止是单纯地补沙，

还包括拦沙堤、排水箱涵及排水管涵接
长、台阶以及配套景观等工程。”余兴光
介绍，厦门会展中心岸段以前只是光秃
秃的堤岸，堤下面是落差4米左右的海
面，在总投资5700多万元进行修复后，
这一条2000多米长的岸线，呈现的是
一片令人惊艳的黄金沙滩，观景台与陆
地高度差仅为1.2米，已成为厦门举办
各项沙滩运动项目和市民休闲活动的
重要场所。

厦门岛南部岸线最东侧的天泉湾，
由于缺少物源补给，遭受明显侵蚀，海滩
几乎侵蚀殆尽。针对侵蚀最严重岸段，
人工补鹅卵石岸线达600多米，平均滩
肩宽15米，表层是鹅卵石，中层为石片，
底层为石块。每到涨潮，潮水和海浪冲
击岸线，整个鹅卵石滩在海水中整体晃
动，哗哗作响，煞是动人。鹅卵石滩不仅
起到了消浪，保护堤岸的作用，无形中，
还成为了厦门一景。

走出“岛增滩减”困局 海口要向厦门取真经

记者在西海岸修复工程现场看到，
为了让海堤更为牢固，距离滨海大道较
近、无沙滩缓冲的深水堤岸，从海面算
起，依次修建有抛石、干砌块石护坡、混
凝土四角空心块消浪坡、混凝土亲水平
台、弧形防浪墙、护栏廊道等几道防
护。设计方表示：“较之台风前，这次的
岸线修复工程体系更加完善，防御标准
大大提高，防潮排涝建筑物也得到了全
面翻新。”

如何让西海岸扛得起更猛台风的袭
击，这次修复中三家施工单位各施本事，
但三家单位在修复工艺上的不同手段也
凸显了在岸线修复方面的认识分歧。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仅是在材料使用上，各
家单位的认识就各不相同。

“此前的海堤是水泥柱子，我们这一
次换成了花岗岩的护栏。”世纪公园岸
线修复工程代建方海口城建集团工程师
认为，事实证明水泥柱子和预制板是扛
不住台风风暴潮的。

然而，在万绿园至印象剧场段，尤其
无沙滩缓冲的海堤，这次修复皆用钢筋
混凝土筑基础和柱子，栏杆则用高规格
的钢筋混凝土预制块，代建方海口城投
公司工程师认为：“‘威马逊’使海口湾近
千斤的花岗岩栏杆被浪打后移位十多
米，说明花岗岩虽然正面抗压，但侧面的
浪打过来不抗折，所以我们认为还是钢
筋混凝土更为结实。”

要抗压还是要抗折？能否抗压抗折
同时兼顾？由于此前没有经验可以借

鉴，目前西海岸的修复各由三家单位负
责，只能靠未来台风的检验。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问题，譬
如对于风暴潮漫滩的风险，从官方到民
间仍认识不够。大部分人认为岸线的破
坏仅仅是因为台风太大，却不知道风暴
潮在台风中所起的作用。还有，对于一
些已经修建的，离海水不到50米的建
筑，如印象剧场，他们在风暴潮来临时该
如何避损，几乎没有招数。

一位参与修复岸线的工程师认为，
滨海大道以北的部分建筑已经进入了恶
性怪圈：为了防止海浪冲击，将建筑修筑
得越发坚固，但浪潮一来，建筑越硬，大
浪淘走的沙越多，沙滩破坏就越严重，建
筑风险也就越大。

建筑越硬淘沙越厉害？ 修复西海岸的困惑

海南环岛海岸线，一直被称为海南
的“最美资产”。为了保护利用好这独特
宝贵的海岸线资源，海南一直在努力探
索着一条可持续保护发展之路。

海口有157公里海岸线，而据海口市
水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去年的两次强
台风中，海口海岸线受损共45公里。其
中，三江农场23公里，新埠岛5公里，演
丰镇至三江镇5公里，桂林洋2公里，西
海岸10公里。整个海岸线堤防修复需资
金约11亿。在有限的财政情况下，海口
决定先斥资1亿元，修复人口密集度最
高，与市民和游客关系最紧密的西海岸。

10公里西海岸的修复工程，同时被
海口寄予了为保护海岸线探路的期望。
海口将修复重点放在了“防护性海堤”上。

7月22日傍晚，站在海口滨海大道

进入西海岸段不远俗称“油罐码头”处，
晚霞落在簇新而结实的堤坝和栏杆上，
景色美轮美奂。此前的多批工人已经离
场，只剩园林工和少量泥工。

油罐码头处是整个西海岸线最薄的
地方，没有沙滩等缓冲物。施工方一位
负责人说，去年台风一走，这里不得不用
围挡围起来，否则没有堤坝和护栏，行人
一不小心有可能落入海中。

“想想都后怕，这一处堤坝的垮塌，
再进一步蔓延，就会威胁滨海大道这条
主干道，甚至大道南侧的建筑。”这位负
责人认为，修筑防护性堤坝对海口西海
岸而言，是最重要的保护屏障。

事实上，长时期以来，海堤工程也是
我国沿海地区防风暴潮侵袭的重要工程
措施，在防灾减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这条岸线的修复，海口市政府要
求，除了有效恢复海口市世纪公园、万绿
园、海口湾及西海岸观光旅游景区的景
观，提高海口旅游形象，促其发展，还要
通过对防潮堤及沿线附属设施的修复，
达到固滩护岸，保护环境，排水畅通，减
少水土流失的目的。附属设施包括亲水
平台、慢行道、人行道、绿化种植、栏杆、
花坛、水泥路面、路灯、主题景观构筑等。

由海口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
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海口旅游文
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代建单位，分别
实施海口市世纪公园段海岸线设施灾后
应急修复工程项目、万绿园至印象剧场段
海岸线设施灾后应急修复工程项目、假日
海滩及印象剧场海岸线设施灾后应急修
复工程项目等三个子项目。

斥资1亿元建防护堤 欲筑西海岸坚硬“盔甲”

“‘海鸥’过后我去海滩上当志愿者，
看到被损毁的堤坝，被扫荡的沙滩，感觉
刚刚经历了末日浩劫。”家住海口西海岸
长信海景的徐滔回忆起去年的两场台
风，再与一天天修复的西海岸工程相对
比，感慨重建家园的不易。

2014年 7月 18日超强台风“威马
逊”和9月16日强台风“海鸥”相继袭击
海口，10公里西海岸遭受重创：整齐的
堤岸护坡大部分被击成乱石；护堤坍塌，
水泥硬壳仿佛被一只巨手捏碎；大量海
滩被迫后退，岸线旁的椰子树被连根拔
起或裸露出根部；靠近海边的一些小木

屋和小卖部不知去向，印象（海胆）剧场混
凝土结构路面、围墙及阶梯垮塌断裂，离
海不足50米的建筑正负零以下被“掏”走
了基础；各种材质的慢行道路断裂翻翘，
据统计，假日海滩景区共有1700米长的
栈道和椰林道垮塌损毁。

“这条岸线正面迎接了台风的四大
直接灾害。”海南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预
报办公室高级工程师朱万里解释，大风、
巨浪、暴雨、风暴潮，只有在海边才可能
同时发生。“威马逊”对这条岸线多为常
规性破坏，但“海鸥”带来的风暴潮，却是
摧枯拉朽的侵蚀和破坏。

据监测，“威马逊”风暴增水主要影响
东寨港沿岸，铺前测量最高潮位4.17米，
北港岛北侧的海堤全部损毁，海口主城区
增水不大，海口湾却因风暴潮，导致海边
千斤重的石栏杆倾倒；“海鸥”过境时，海
口秀英潮站监测到的潮水位达到4.37
米，超警戒水位1.47米，于是淹掉了大部
分老城区，海口湾至西海岸当时的画面被
描述为“暴潮激起千层浪，汹涌地扑向堤
岸，防潮海堤短时间内即被冲毁”。

作为台风四大直接灾害之首，风暴
潮威力之大，能量之强，首次被海口市民
认识。

风暴潮激起千层浪 西海岸再现《后天》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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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口市委的一次常委会议
上，有关市领导提出了对海岸线保护
的举措，如制定生态修复计划，编制海
口岸线保护规划，申报西海岸国家海
洋公园建设等。

“建国家海洋公园，意味着可以恢
复更宽的沙滩，以及珊瑚礁、红树林、
防护林带等这些保护海岸不受大潮巨
浪侵蚀的天然屏障。”国家海洋局的专
家指出，加快生态的恢复与重建，既要
充分遵循自然规律，依靠自然修复，又
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采取科学的
调控与管理，激励与扶持积极因素，抑
制消极因素。

自2011年开始，国家海洋局已经
批准了三批共28个国家海洋公园，其
中山东9个，福建5个，辽宁5个，广东
4个，广西2个，江苏2个，浙江1个。
目前来看，沿海省份国家海洋公园的
多寡与该省对海洋生态的重视程度不
无关系。

“海口全市157公里的岸线中，沙
滩岸线长度达到45公里，即全市将近
30%岸线为砂质岸线。海口有国内许
多沿海城市不可比拟的沙滩资源丰
富，这些丰富、优良的沙滩资源，为海
口市实现‘热带滨海旅游度假地、具有
热带海岛风光和优良生态环境的理想
居住地’等城市规划目标提供了条
件。”余兴光认为，国家海洋公园的核
心是保护生态资源，让公众享受自然
环境。国家海洋公园的类型很多，有
沙滩公园、珊瑚礁公园、红树林公园
等，海口西海岸可以从万绿园开始，将
整个海口湾、西海岸的滨海风光都纳
入进来，有沙滩，有绿地，在对滨海资
源进行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同时，展示
海口的滨海城市生态系统。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

2014 年 7 月 18
日超强台风“威马
逊”和9月16日强台
风“海鸥”相继袭击
海口时，10 公里西
海岸遭受风暴潮重
创：整齐的堤岸护坡
大部分被击成乱石；
护堤坍塌，水泥硬壳
仿佛被一只巨手捏
碎；大量海滩被迫后
退，岸线旁的椰子树
被连根拔起或裸露
出根部……

这宛如电影《后
天》的场景让海口市
民记忆深刻。

海口西海岸是
海口市民活动最频
繁、游客到访最多的
区域之一。台风过
后，海口斥资一亿元
开展这条10公里海
岸线的修复工程。

重整妆容的西
海岸能否闯过未来
的台风考验，岸线怎
么修、怎么护更能与
城市相生共荣？海
口有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西海岸的岸线
修复工程带来的启
示不少。

十
公
里
西
海
岸
修
复
引
发
的
思
考—

—

﹃
软
硬
﹄
兼
修

抚
慰
受
伤
海
岸
线

■
本
报
记
者

刘
贡

实
习
生

黄
婷

如何保护风暴潮中的海滩，海
岸？除了给海岸线披上钢筋水泥或是
硬石钢盔，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海滩能够通过自我调整适应水
动力环境，有效地抵御风暴潮等极端
动力事件。其护岸功能既安全、高效
又具有可持续性，是其他海岸工程设
施所无法比拟的。”在余兴光等专家看
来，加重海滩的“软”功能，才是目前许
多城市岸线修复之道。

据有关部门的最新调查显示，海
口部分海滩存在不同程度的侵蚀现
象。专家们认为目前海口的天然海滩
存在占滩建筑多，生态护岸欠考虑，无
海滩保护和开发规划等问题。

沿岸占滩建筑较多从卫星图上就
很容易辨识。西海岸很多沿岸建筑占
用了海滩后滨的位置，极大地压缩了
天然海滩自我调整的空间，在台风、风
暴潮天气条件下，很容易造成滨海沙
滩难以自然恢复的损害。

有专家举例说，譬如西海岸某酒
店，远看就像海滩上的一堵墙。这种
建筑局部或整体占据海滩，从长远看
对海滩的稳定有很大影响。

对于目前的西海岸修复工程，有
专家认为，这种修复方法有利于抵御
台风、风暴潮侵蚀的后方陆地，但不能
保证沙滩不受损或少受损，因为岸线
工程设计需要考虑硬质护岸与滨海沙
滩之间的相互影响，避免护岸工程建
设有导致天然沙滩被破坏的可能。

“以硬碰硬，不如利用沙滩或卵石
滩四两拨千斤。”余兴光形容。

■ 本报记者 刘贡

在对厦门海岸修复、
沙滩养护的考察中，我们
没有发现海滩上的市政排
水口。对于临河和临海的
城市而言，雨污分流后，雨
水管将直接排入水体中。
而这些排水口往往冲刷岸
线，截断岸滩，很是难看。

针对这个疑问，国家
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有
关专家指着沙滩与海水交
界处的几块“礁石”说，那
里便是排水口。

于是众人近前侧身探
向礁石朝海一面，果然里
面是一个大洞。仔细研
究，这些密密渗入了贝壳
的“礁石”其材质原来是混
凝土，日长月久，已经跟海
岸融为一体。

专家们介绍，国际上
对海岸边排水口的设计一
般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
排水管到堤岸或路沿即
止，排出的水再从沙滩上
流淌进大海，这种方式往
往破坏了沙滩的完整性，
甚至造成侵蚀；第二种是
排水管一直从地下伸入到
海里，但这种方式会致使
游泳者因此受伤，也会因
海水压力导致排水不畅；
第三种是排水管从沙滩底
下埋至海水交界处，但也
容易影响美观。

厦门岛的环岛路最终
采用了第三种类型。先是
将市政排水箱涵沿垂直于
环岛路方向延长，箱涵基
础采用夯实抛石基床，涵
身为预制安装钢筋混凝土
结构。用混凝土高垒的管
口，设计如一堆错落有致
的大石块。

对于海南而言，海口
市海洋局有关人士认为，
目前应该加强排海污染物
控制，减少海洋环境压
力。如科学评估主要河口
和海湾重点区域可容纳污
染物总量，确定重点控制
污染物的具体环境容量，
逐步推行海湾实施入海污
染物总量控制制度；严格
控制城市生活污水的排
放，加快城市污水管网建
设，提高生活污水的集中
处理率，改善海洋环境质
量；同时要实施近岸清淤
工程，减少内源污染，开堤
纳潮，扩大海域面积。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

岸线修复，

需恢复“软”功能

建国家海洋公园：

西海岸的未来期盼

礁石原来
是排水管！

他山之石

海
口
西
海
岸
修
复
中
的
海
岸
线
。

本
报
记
者

李
幸
璜

摄

“威马逊”期间西海岸受损堤岸。

本报记者 刘贡 摄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