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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美舍河

“如果说基础设施修复，是为了给生病
了的美舍河开药、治疗。那么生态修复则
是让美舍河‘锻炼’‘出汗’，增强抵抗力。”
王晨比喻。

评价一条河流的水体是否健康，要看
水体总的质量，水源水质状况，水生生物多
样性，水景沿岸弯曲程度，护岸和底部生态
土质，滨水带宽度，沿岸植被的完整性等。

对美舍河而言，首要的生态修复举措，
就是破除河道“三面光”。

春分之日，海口的太阳也猛烈了起
来。美舍河长堤路生态示范段，原来的硬
质护坡全部被破除，整个河岸都往后移。
河边的亲水栈道已经建成，新修的河堤是
由火山石垒成，工人们正往火山石石缝里
种植肾蕨。

“肾蕨有生态净化作用，被誉为‘土壤清
洁工’。另外，它们生命力顽强，在石缝中就
能生长。长大以后可以爬满整个护坡，到时
候市民就能看到美舍河两岸全是绿油油的
一片。”桑德集团绿化种植部技术人员说。

亲水栈道边的高大榕树挡住了日头，
走在这样的河畔觉得十分凉爽。

“我们在治水的过程中，注重对原有植
被的保护，这些榕树长了10多年了，一定
要充分保护。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原来河
岸边没有树木的地方多栽树，为市民打造
舒适的亲水环境。”海口市园林局局长刘名
松说。

高铁桥下，美舍河上下游各500米长、
约40米宽范围内，正在陆续栽下4万平方
米的各类水草。这些矮型苦草、狐尾藻和
高分子材料复合而成的人工水草，有的耐
污能力强，有的能在水中自由飘动。本次
栽种面积最大的矮型苦草均产自本地。

当水草上广泛附着“控藻虫”等微生
物，它们便能通过摄食水体中的蓝绿藻、浮
游生物和悬浮物，提高水体透明程度，使得
光照进入水底。阳光透入水底，便有了进
行光合作用的条件，可以种植沉水植物，让
水草在河床上扎下根，让鱼、虾、贝等高级
水生动物生存。

■ 本报记者 刘贡 计思佳 叶媛媛

水是一个整体，如同中医眼中的人
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由一对对的辩
证关系组成。中医有表里、寒热、虚实、
阴阳；水系统有上下、水陆、疏堵、点面、
肌理、远近，对应基础和生态、堤岸和滩
涂、细节和整体、感性和理性、眼前和长
远等。

所有辩证关系中，完善基础设施与
修复生态最为关键，二者缺一不可。根
据省政府《海南省城镇内河（湖）水污染
治理三年行动方案》要求，海口引入社
会资本，采取“PPP+EPC+跟踪审计+
全程监管”的模式，将全市31个水体整
合划分 6个标段开展水环境综合治
理。美舍河作为31个水体中“最难啃
的骨头”，属于跨区水系标段。

具体而言，美舍河治理采用“控源
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景观提升”
的多元系统水环境提升战略，立足打造
贯穿城区南北的重要水生态景观廊道，
以实现“水清、岸绿、景美、民乐”的综合
治理目标。

系统诊断，系统施治，把握事物之
间的关联、转化以及平衡的关系，正是
海口此次治水值得称道之处。

施治美舍河

从高登街路口往西南方向拐向海怡
路，路傍着美舍河往居民区延伸。抬眼便
看到安得园小区边上正在紧张施工的截污
现场。

3月14日9时50分，安得园小区门口
新建的1座一体化提升泵站开始试运行。
打开3米外的一处污水井盖，水位距离井
面1.8米，此时河水距离井面接近3米。

对海口水务系统的人来说，安得园大拍
门污水溢流一直是头痛的问题。所谓“拍
门”，指安装在河边排水管出口的一种单向
阀，当潮位高于出水管口，且压力大于管内
压力时，拍门面板自动关闭，以防河水倒灌
进排水管道。但安得园的这个拍门几乎没
有发挥作用——污水位总是高于河水。

之所以污水管水位畸高，工作人员解
释，河道西岸的一条市政污水管道，往下游
到河口溪位置时使用了两条倒虹管过河；
河道东岸的另一条污水管道在琼州大道桥

头出现高程错位，抬高了1.2米又通过两条
倒虹管接入西岸管道。

如此错综的接驳与忽高忽低的走势，
使得管内终年难以疏浚，水位始终高于河
水，污水便都倒灌从大拍门排入了美舍河。

“整个一片都处于满管状态，若堵住一
个口，便会从另一个口出来。于是我们通
过压力泵站来解决区域系统满管问题。”海
口市水务局供排水处副主任曾卫华说。

治理该点的项目经理王艳斌介绍，此次
新修的一体化压力泵站配有高低压配电室、
柴油发电机房等；新建的压力管2160米长，
延美舍河东岸，由南至北，经红城湖路，接入
兴丹路污水主干管；泵站收水范围西至中山
南路，东至琼州大道，北至文庄路，南至椰海
大道，服务范围约2.5平方公里。

压力泵正常运转，水位一点点下降。
15时许，曾卫华再次测量，井盖的水

位下降了1米，大拍门已不再往河里排水。

控源截污+内源治理

近期 系统梳理 截污见效
中期 追根溯源 清污分流
远期 修复基础 长效治理

生态修复+景观提升

固本 健康水体 系统构建
还原 生态补水 海绵城市
入画 水清岸绿 景观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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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政主干管道满管，加之新增截
污量增加了管道负荷，不可避免出现排污口
反复现象。”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城镇水务与工程研究分院能源
所副所长王晨发现外来水混入量无法预估，
区域人口增长，“候鸟”等季节性人口增加，
所以必须从源头根本性解决控源截污问题。

王晨提出美舍河治水的中期目标，开
展流域清污分流改造。根据排查的小区、
城中村、市政道路错接、混接的情况，在源
头进行雨污分流，标本兼治，达到永久截污
的目标。

一边要防止水体内部污染物的持续释
放，一边要进行内源治理，如进行垃圾清
理、水面清表、清淤疏浚。

“赶在雨季前，这些工作都要完成。”海
口市水务局局长陈超表示。

由于白沙门污水处理厂及管网处于满
负荷运行状态，需要在城市更新工作中进
行基础设施修复。

按照规划，海口将对白沙门污水处理

厂的收水范围进行调整：南海大道以北区
域的污水按现状排进白沙门污水处理厂处
理；南海大道以南区域的污水采取分散处
理的方式。

3月20日13时许，一辆动车从美舍河
上经过，桥下分散有三片一体化污水处理
设备正在施工、安装、调试。这几片日处理
污水500立方米、1000立方米和6000立
方米的设施将收集上游沿岸散排的污水，
处理成为清澈的中水回流到美舍河。

据透露，布局分散的污水处理厂有4
座，分别是丁村污水处理厂、红城湖污水处
理厂、滨江西污水处理厂和工业水库污水
处理厂，共计可分担白沙门污水处理负荷
近20万吨/日。

“我们还需要管理不断扩大和老化的
基础设施。”海口市副市长顾刚表示，修补、
重建这些基础设施，恢复下水管道和主管
道的结构完整性，才能防止渗漏，保持污水
收纳、处理的能力，达到长效保持水体环境
质量的目标。

截住安得园大拍门污水

129个排污口逐个解决

污染在河里，问题在岸上。一个小区
将污水错接到雨水管，那这条雨水管的末
端便成了排污口。

海口重罚排污行为，省委书记罗保铭
为此鼓劲：“我看这种做法要坚持，谁破坏
海南生态就依法依规罚他个倾家荡产。”

日前，海口对5家私排污水到美舍河
的建筑工地、混凝土搅拌企业，全部依法顶
格处罚50万元。

控制住源头的私排行为，只需要保持
触法必惩，让那些认为环境犯罪微不足道
的人受到阻吓。但控源截污的前提是摸清
排污口及方式。

为了弄清楚美舍河究竟有多少个排水
口，海口市市政管理局、龙华区、琼山区、美
兰区及海口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海口市环

境监测站等单位，多次组织，反复对该河流
进行联合排查。

“从末端摸排到源头。只要有出水，就
往上摸到小区、企业、商户。”原海口市市政
管理局局长龙舒华说。

经排查，美舍河沿岸排水口共计338
个，其中209个为雨水口，129个为排污
口，共计日排放8万吨污水。

截至3月15日，已完成62个排污口处
理，其中20个是监测出水水质较好，对水
环境无影响；42个是采用截污纳管和分散
处理措施，已截污量5万吨/日，占总排污
量的60%以上。

目前正在截污的50个排污口采取了
工程性解决措施，3月底前可实现旱季污
水全部截流，显现治水成效。

分散处理污水减负

站上凤翔公园人工坡顶，偌大的园区
一览无遗。前几天还一片黄土，如今西南
侧郁郁葱葱，12个树岛已经初见雏形。

这里的树岛，是指把美舍河两岸的硬
质驳岸破除后，将其割裂成块，引来河水环
绕四周，再种上苗木，就像以树为主的岛。

“凤翔公园建成后将汇集山水林田湖
等景观，并保留有菜地和原生石。”张建乔
说，树岛延长了原本驳岸的长度，增加了浅
滩的面积，给青蛙、白鹭等生物提供了更多
觅食空间。

规划建设中的“市民果园”是整个园区
的一大亮点。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
计研究院海绵城市建设分院副院长林国雄
介绍，凤翔公园大小树岛共计50余个，建
成后形成“湖中有岛，岛上有林，林中有鸟，
水中有鱼，栈桥交错，人影穿梭”的人与自
然共生的景象。

援助海口治水的三亚园林局副调研
员邓新兵认为，生态景观构建并不是种
几棵树，铺几条栈道那么简单，人与鸟的
远近，人与水的距离，景在眼中呈现的画
面，岸上种什么种类的树，河里留什么种
类的水草，都是既讲究技术又讲究艺术
的事。

“未来凤翔公园给人以什么样的感觉，
规划者和建设者表面上是靠经验积累在创
作，其背后都应该有相应的科学支撑。”邓
新兵说。

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城市管理
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顾刚表示，海口调
动了相应部门和人力，昼夜不停地付出，彰
显了海口市委、市政府生态治水的决心、信
心、勇气和智慧，“最后出来的作品，如同经
历了绣花那样的过程和心血”。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

给河流增强“抵抗力”

凤翔湿地公园再净河水

在城市规划师的眼中，每一座城原本
就有她的生态肌理，依山就势造城，水系构
成廊道。

城市扩张尚未到的地方，将低洼、水生
态敏感区划出红线来，严格保护；已经建成
的城区，则要解决内部廊道问题。前者如
椰海大道景山学校段，规划之初若划为保
护区，就不会出现强降雨大面积泡水；后者
如红城湖、美舍河、河口溪、南渡江，将恢复
成行洪通道。

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
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
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
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作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海口以“海绵城市”理念，正采取有效手段，
实现修复城市水生态、改善城市水环境、提

高城市水安全等多重目标。
而此次美舍河治理中，已经多处引用

“海绵城市”理念。如凤翔公园东南边，8
级梯田层层分明，工人们正在搭建木模板，
这是建设梯田净化湿地的第一步。

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海绵城市建设分院景观设计室主任张建乔
介绍，8级梯田每层高80厘米，从上而下分
别是植被、种植土、生物净化填料、细石子、
粗石子。这块梯田净化湿地建成后，每天
可以处理5000吨的生活污水。

通过湿地处理后的中水、雨水，都将成
为美舍河的景观补水。水经过梯田湿地，
无形无臭。

此外，公园东北部的整个湖泊就是一
块生态湿地，它将对梯田湿地流过来的水
进一步净化，最终流入美舍河。

像绣花一样打造治水作品
建设中的凤翔公园。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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