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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口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美舍河（下）

从羊山湿地到大海

美舍河构筑了一条生态廊道
■ 本报记者 刘贡 梁君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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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核心提示回忆起2017年 11月 14日那场大

雨，海口市第七中学门口小食店的老板
娘并不觉得有多吃惊，“跟往常一样，1
个多小时就退水了。”

然而，对更多市民而言却非同寻
常。龙华路等老街被淹，南大桥上汽车
一辆挨着一辆，堵得动弹不得；海南大学
东门与南门不能通行，低洼地段淹水超
过2个小时……

当日潮汐表显示，海口秀英验潮
站为不明显半日潮（一天两次涨落
潮），两次高潮（1.91米和1.87米）之间
的低潮位为1.85米，波动非常小。从7
时至18时，连续11个小时天文潮位保
持在1.83米至1.91米，直到21时才退
回正常值。

但雨水却对海口太过“热情”。连日
阴雨在14日的下午变成强降雨，16时

许，龙昆沟、大同沟水满开始溢上路面，
城市积涝延续至20时。

“11月14日的潮不算最高，2.5米、
2.6米高潮位的情况在海口经常出现。
不过持续时间十多个小时的情况比较
少。”海南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预报办公
室高级工程师朱万里认为，“这一次，持
续高潮位与强降雨叠加，对城市积涝有
一定影响，但不是绝对影响。”

朱万里口中的“不是绝对影响”，是
指雨和潮构成了内涝，却不至于导致四
五个小时交通瘫痪。

常年成为内涝“重灾区”的七中校
门，因刚进行了海绵化改造，反而比主城
区退水要快。也就是说，像海口这样的
沿海易涝城市，通过海绵城市建设降低
内涝影响行之有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重涝”变“轻涝”的校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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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美舍河治理工程二期
国兴段到长堤段就将完工。将施工
阻断的河水连通起来，漫过红树尚
稚嫩的树干，河道呈现一片生机盎
然。此时将无人机升至楼宇上空，
再俯瞰美舍河，画面里是一条水岸
融合、蓝绿交织的长廊穿过城市的
水泥森林。

而两年前，破“三面光”生态治
水理念首次传入海口时，水务部门
人士听得直摇头。根深蒂固的观念
里，河水要纳污、河流要行洪，不用
硬质驳岸将河与人进行空间隔离，
水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直到2017
年2月启动美舍河治水，本着“控源
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原则一
路走来，大家才理解了生态治水与
水安全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也就不会受到自然的
惩罚。

美舍河治理，市民惊喜其景观的
变化。但治水人考虑的绝不单是一
个“美”字，一方面，要因势利导地改
造渠化了的河道，重塑健康自然的岸
线，巧妙建造泛洪漫滩，让美舍河构
筑一条从羊山湿地到大海之间的生
态廊道，为多种生物提供生存环境；
另一方面，城市河流作为一个整体，
治理遵循了修复水生态、涵养水资
源、改善水环境、保障水安全、复兴水
文化、营造水景观6大系统原理。美
舍河从此朝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方向奔流。

调整标高再挖一方小池

海绵城市是什么？
2017年12月29日，海口市城市更

新论坛上，住建部海绵城市专家组组长、
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公司总经理张全
认为，海绵城市没有现成的方案，做点绿
地、建个花园不叫“海绵”，“海绵城市是
理念，是模式，是发展方式！”

美舍河治水治到七中段时，项目组
专家们提出，顺带就把校门口内涝问题
一并治了，使之成为一个海绵城市和系
统水治理的典型案例。

坐落在美舍河岸边的七中，建于上
世纪六十年代初，校园距离美舍河长堤
路出海口不足1公里。由于紧挨着河
水，学校地势较低，尤其校门前1亩大小
的空坪，成了雨水的汇集之地。

“市区下大雨，我们涝；市区下小雨，
我们还涝。”七中校长王梅南说，几十年
来，每逢上学和放学下大雨时，就要为师
生们的出入问题犯愁。尽管在校门口前

修建了雨水管，但河水上涨起来，管道出
口比河面还低，雨水流不走。河水退去
后，管道来不及排水，遇到堵塞后，排水
就更加困难。

水务专家邓新兵与负责七中标段的
施工方代表黎钟喜讲改造理念，用了“调
整竖向标高”几个字，黎钟喜马上明白了
改造的要害。

“无法改变地势低，那就让它有个坡
度，使雨水能向更低的地方流。”黎钟喜
解释。

于是施工方在项目组指导下，在河边
挖了一方小池，调整校门口空坪的坡度。
小雨时，坪里的雨水能向小池汇集；大雨
时，小池蓄满后，雨水漫过河边小道，再
直接流进河里。而空坪也采用渗透材
料，如此一来，小雨收集入池；大雨经过池
子的短暂滞留，控制面源垃圾不带入河。
即便偶尔河水比路面还高，河水下降时，
改造后的校门口也能快速退水。

拓宽河道亦保障水安全

美舍河七中段的改造还远不止如
此。如拓宽河面、建石笼和透水挡墙、优
化水力等，都是对水安全的保障。

河水与人的关系，过去和现在的理
解不同，城市管理者和生活者的感受不
同。过去，水务人士担心发大水时，河堤
挡不住，因此高筑硬质河堤，保持人与河
的距离；市民一方面想生活在水边，另一
方面却被河水的脏、臭拉开了距离。

“此次美舍河治理，我们在控源截污
的同时，强调扩大河流的行洪面，因此加
大了分洪力度。”中规院水务专家王晨介
绍。从2017年2月9日美舍河5个示范
点同时动工伊始，挖掘机首先拆掉了河
堤，打破硬质的岸线，将河堤降至水面一
般高，使河堤后退、变软。从河流断面来
看，原来的长方形成了现在下窄上宽的
梯形。

为此，中规院专门建立了美舍河水
文模型，以下游河口多年来平均高潮位
2.25米为参照，在断面宽度拓宽8米到
15米的情况下，20年一遇的洪水位线降

低了0.4米。
而如此一来，为河道创造出了更大

的空间，生态治水就是要在这个空间里，
为更多生物创造生存环境。

软处理后的河岸则采用石笼或透水
挡墙进行保护。石笼是铁丝笼住石块，
固定于岸边；透水挡墙一般就地取材火
山石块，垒砌成直立的挡墙，让地面和地
下的水流穿过石块间的空隙进入河道。
经过了石笼或挡墙、经河边植被过滤的
雨水，即通过了物理和生物净化。

“这就是海绵城市六大要素——渗、
滞、蓄、净、用、排的现实案例。”王晨认
为。七中门口空坪用“渗”的材料，进入
小池短暂停“滞”，河岸上下的植被也是
对雨水的“蓄”，补充进河道使其充盈满
足景观需要即是“用”，在大水来临时能
快速“排”进大海。

“以上所有技术，最终都是为了给市
民以安全的、放心的河流感受。那么治
水也就保障了水安全。”海口市常务副市
长顾刚说。

自然河流为什么蜿蜒

赶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施工方在
海府二横路美舍河桥下的人工岛上，种完
了红树苗。

此人工岛半亩大小，沙洲形状，用
木桩围合而成，木桩里面铺上土工布，
将河道原有的淤泥挖了直接倒入，就地
取材。

黎钟喜解释，因为美舍河流经这里
时，原先硬质的河岸保留了一个弯道，这
座桥下的内湾一侧淤泥很多。河流生态
治理后，维护起来不可能时常考虑清淤
问题，所以要因势利导，提升流速带走泥
沙。

“过去治水，直接把河流截弯取直，就
是为了避免泥沙淤积。”邓新兵一边画图
一边解释，自然的河流，因地形或河岸约
束要拐弯，根据流体力学中的二次流现
象，河水在外弯道压力会增大，压力越大，
弯道越弯；内弯的水流相对减缓，泥沙淤
积。最后的结果是，河岸的凸面愈来愈向

外凸，河岸的凹面愈来愈向内凹。也就是
说，河流一旦弯曲，就会不断更加弯曲。
随着时间推移，河谷被腐蚀变宽，形成广
阔的冲击地带。

弯到一定程度，两个弯曲的部分会
直接贯通，河流又直了，原先的大弯道
就形成了一个牛轭状的湖。之后，河流
继续因水流和地形改变弯曲的形态，放
在时间长河中，它便如蛇一样一直蜿
蜒。

“要生态治水、保护天然河道，不理解
河流的形成和蜿蜒的意义，是不可能真正
做到的。”邓新兵认为。

然而，在美舍河可以施展修复的空间
已经不大。对美舍河下游的治理，一方
面，通过打破硬质堤岸，用木桩改造浅滩
种植红树林，是为改变“截弯取直”河岸的
措施之一；另一方面，则仿沙洲造人工岛，
即“束岛冲淤”，收窄常水位断面，增强携
砂能力。

保护、修复和恢复

因海口治水和湿地建设在2017年
成为公众热点，许多外国专家纷纷前来
考察和参加相关会议。其中，部分专家
认为美舍河治理并非是对城市的生态修
复。

而在美舍河治理团队的眼里，“保
护”“修复”“恢复”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是
对已经得了“城市病”的河流最现实、最
可行、最系统的施治。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认为，
十九大报告中“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这句话，即指出了生态保护的系统
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号）
指出，加强对城市坑塘、河湖、湿地等水
体自然形态的保护和恢复，禁止填湖造
地、截弯取直、河道硬化等破坏水生态环
境的建设行为。

“恢复，要有一个时间的节点，如恢

复到哪个年代。”邓新兵表示，美舍河已
经找不到历史原貌的资料记载，城市挤
占留给河道的空间很窄，因此说要恢复
到哪个年代的样子，没有意义。

修复，需设定一个目标。比如生态
修复，目标是维持河道的生态基流，其手
段是对生态功能受损的河段进行修复。
而保护，则是对没有被破坏的生态环境
尽力照顾，使其不受损害。以美舍河为
例，其源头需要保护，上游可以尽量恢
复，中游和下游则必须修复。

王晨认为，外国专家强调减少人工
对自然系统的过度干扰，但在现阶段有
限空间、有限时间、多种功能需求条件
下，美舍河治理等不了让大自然去慢慢
修复。我们只有遵照大自然的规律，开
展类自然系统和生态功能的修复；利用
人工强化手段弥补现实韧性不足，引导
美舍河最快成长为自身完整且完美的自
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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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海口市第七中学门口积水问题
大大缓解，成为海绵化改造的典型案例。

海口市第七中学门口在未改造前，
成为内涝“重灾区”。

“完整的河流系统生态，即是要建立
起山水林田湖草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
恢复和保持河湖水系的自然连通，构建
城市良性水循环，进而逐步改善水环境
质量。”在张全看来，河流作为城市的生
态廊道，除了系统性，还要考虑其连续性
和完整性。

沙坡水库到长堤路之间，逾23公
里长的美舍河上有6个重要的闸坝和
26座桥，大多数桥基本不阻水，也就为
整条河流从羊山湿地到大海之间构筑
了一条“蓝色廊道”。美舍河治理，既要
恢复自然深潭浅滩和泛洪漫滩，更要营
造多样性生物生存环境，这就形成了

“绿色廊道”。
如今美舍河下游从国兴大道到长堤

路，通过种植实现了从水到陆演替的7
个生境序列，包括河道、树岛、漫滩、真红
树植物、半红树植物、喜湿草本植物、陆
生园林植物。尤其是在浅滩湿地种植红
树林，营造出立体的适合生物群落栖息

的空间。在生态系统初建完成后，包括
藻类、鱼类、两栖类、鸟类等在内湿地生
态食物链正加速形成。

“海里的鱼可以洄游到河里产
卵，城市常见的赤腹松鼠、倭花鼠、北
树鼩可以从羊山湿地跑到‘绿色廊
道’里穿梭……”全球环境基金海南
湿地保护体系项目宣传教育专家卢
刚对美舍河最终实现水岸交融、蓝绿
交织的廊道空间充满期待，因为人和
其他动物都会有非常良好的感受。

回首美舍河治理之路，规划、水务、
环保、植物、动物、桥梁、社会学等多行
业、各领域专家加入，才一步步走到今
天。在大自然里，河流不仅是沿岸居民
的，也是全体市民的，更是自然界所有动
物和植物的；在生态修复、海绵城市建设
道路上，河流治理也不单环保和水务部
门的工作，是所有愿意为美好生活付诸
努力，共建共享的人们的诉求。

（本报海口1月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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