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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有一块面积超40平方公
里的内海——国内最大的潟湖万宁小
海，犹如一个天然的蓝色聚宝盆，镶嵌
在万宁市188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上，
为这里的一方百姓带来大自然的丰饶
馈赠。

千百年来，万宁人围小海而居，因小
海而兴，在环小海区域形成了当地最为
稠密的村落人群。守着小海为生，小海
周边各村庄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用海规
矩”，代代相传，凭借着传统的渔业方式，
小海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但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大
量人为的行动开始影响小海的生态环
境。1971年，为了解决太阳河下游村
庄防洪问题，当地人为将太阳河改道，
造成小海每年接纳的淡水补给量锐减
五成。

同一时期，当地开始围海建造海水
养殖池塘。随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掀起
了轰轰烈烈的围海造塘热潮，向海域要
效益，向滩涂要效益。一二十年间，小海
四周建起了约1.2万亩的鱼虾塘，星罗棋
布、密密匝匝地围裹小海，港北盐墩一带
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南潮汐通道被鱼虾塘
覆盖堵塞，仅存的北潮汐通道海面上也
遍布着约2.5万口渔排网箱。与外海的
水流交换受阻，让小海水动力严重不足，
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淤积现象，水域平均
水深变得不足1米，汛期极易造成内涝。

同时，越来越多未经处理的城乡生
活污水、养殖尾水等排入，让小海变得越
来越脏，有数据表明，自2008年以后，
小海水体水质基本在三类、四类、劣四类
水质之间波动。

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和国家海洋
督察均指出，万宁小海海水水质已恶化
至劣四类，污染严重。

小海流域的水环境问题成为区域发
展的制约因素，近几年来，万宁市委、市
政府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担
当，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和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贡献万宁力量。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万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担当，打造“六水共治”示范点

小海

汇聚全市力量，彰显责任担当 寻求技术支撑，让海水“活”起来 清退养殖塘，谋划渔民新饭碗

在谋划红树林种植项目的时候，
有很多专家和干部说小海区域潮差
小、水质差，生态环境不理想，不适合
种红树。为此，万宁市邀请了国内红
树林生态学会相关专家到现场“问诊
开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红树可以
种，但是种活比较难。

为了小海的生态修复，为了给子
孙后代保留好这一块珍贵的生态资
源，最终经过充分论证，万宁市决定
克服一切困难，种活红树林。

在2020年年底和2021年春节
后上班第一天，万宁市委、市政府先
后两次发动全市各单位党员干部齐
上阵，到小海栽种红树苗。同时发动
周家庄、集庄、英豪等村的基层党员
干部配合施工单位做好红树林的日
常管护。终于，在全市党员干部的共
同努力下，红树林深深扎根在了小海
里，红树林种活了。

2021 年 10 月份，台风“狮子
山”来势汹汹，带来大量降雨，小海

水位上涨，小海周家庄村区域已经
种植的570亩红树林大部分都没顶
泡在了水里，幼小的树苗也被吹得
东倒西歪。根据天气预报，下一个
台风“圆规”也即将到来，小海红树
林岌岌可危。为了提高树苗抗风
雨能力，万宁抢在“狮子山”对海南
影响刚结束、水位下降，“圆规”到
来之前的窗口期，组织100余名党
员干部一起配合施工单位，对小海
周家庄村区域的红树林进行防风
加固：将竹竿插到树苗旁边，再用
绳子将树苗和竹竿固定在一起，一
方面增强树苗抗风能力，另一方
面，也避免树苗因泡水导致根系松
动后被冲跑。

小海的红树林也没有辜负大家
的共同努力，顽强地顶住了“双台风”
的侵袭，生长态势也逐渐向好。

到2022年4月，小海周边已成
功种上2100多亩红树林，为小海带
来一片片喜人的绿色。

种活红树林，带来喜人绿色

水质变好了，海景变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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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俯瞰万宁小海，一片绿意葱茏。本报记者 封烁 摄

今年年初，在万宁市万城镇周家庄村小海海域的红树林种植示范段，党员干部和群众配合施工单位加固红树苗。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小海周边的红树林长势喜人。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很多人还记得，2016年，
万宁市在市多功能厅召开过
一次关于小海治理的动员大
会，“上千人参加的大会，把多
功能厅的一楼和二楼位置都
坐满了，全市正科、副科干部，
村干部，村民小组组长都被召
集前来参会。”但是会后，小海
的治理仍没有立即启动。

“小海体量太大，治理太
过于复杂，一旦治不好，有变
为生态灾难的风险。比如小
海港北口门拓宽，开多大的口
子合适？会不会引发海水倒
灌？会不会堵死口门？治理
小海缺少技术支撑，有太多顾
虑。”2022年4月，万宁市生态
环境局局长吴毓波对海南日
报记者解释说。

当时有人估算，要想治理
小海水环境，至少要一两百亿
元预算，这对万宁来说，是一
个天文数字。

种种顾虑和种种困难，让
万宁市治理小海的行动举棋
不定，难以落子开干。

2018年 4月 13日，海南
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新征程，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决心要在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上先行一步，探索走出一条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子，为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表率。

放眼琼岛，小海的生态环
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迫切和不容迟疑。“万宁一
定要干好小海治理这件事！”
这是责任担当，也是使命所
在，万宁市委市政府坚决扛起
治理小海的责任和使命，推动
小海治理。

2019年6月9日，万宁市
委书记贺敬平在他到任万宁
后的首个周末，就率队来到万
城镇周家庄、后安镇曲冲村、
和乐镇琉川村和港北港小海
出海口，实地查看小海周边海
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明
确提出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
施，将小海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工作向前推进。

2019年10月，万宁市成
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
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常务
副市长任副组长的万宁小海
综合治理领导小组，谋划小海
生态恢复治理工作，2020年5
月，小海生态治理的议案获
得通过，万宁汇聚全市力量治
理小海，让小海走上“涅槃”归
来之路。

全面退塘退排后，积极喜人的变
化，体现在各个方面：

2021年12月，周家庄村的渔民
发现小海鱼虾多了，一天的渔获能卖
五六百元。

到了2022年4月，在周家庄村小
海区域吹填起垄种上的600亩成活的
红树，已长成半人高，绿意喜人，这个
曾经布满鱼塘的地方，迎来鹭鸟飞翔。

几天前，科研人员在小海港北海
域看到长势繁茂的海草——贝克喜
盐草，说明小海已有了适宜海草生长
的环境。

目前数据显示，小海的纳潮量由
原来的1200万立方米增长到现在的
1800万立方米，水动力明显提升。

根据近期小海水质加密监测结
果，小海水环境质量呈现明显的上升
趋势。小海的治理取得初步成效。

目前，万宁小海正在施工建设3
个工程项目，分别是小海红树林种植
工程、小海南汊道恢复工程、万城镇
小海片区污水治理项目；在港北口门
拓宽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已进场，开
工在即。

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小海治
理累计投入治理资金约8.6亿元。其
中中央资金 4.535 亿元，省级资金
0.255 亿元，市级自筹资金 3.67 亿
元。“为争取国家红树林种植资金，市
委主要领导带着我们参加专家评审
会，对项目介绍，对实施方案，他自己
作答辩，对答如流。”吴毓波说。

当下，万宁市把小海治理当成
“六水共治”的示范，以更大的决心持
续推进小海治理，谋划实施小海水域
水环境综合整治二期和三期项目。

人们对小海的认知，在治理中得
到不断刷新。

近日，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局长冯昌德告诉记者，通过一张上世
纪八十年代的地图图片，科研人员发
现小海的“瓜身”腹地在历史上存在
叶脉状的潮汐通道。“二期项目中把
早期计划的小海底泥大规模疏浚工
程，调整为更为科学的叶脉状潮汐通
道疏浚工程，投资匡算从28亿元变为
2.67亿元。同时计划把疏浚上来的
泥土全部吹填上岸，用于英豪半岛工
厂化养殖示范园项目回填和小海周
边退塘回填。”

据介绍，小海水域水环境综合整
治二期投资匡算为18亿元，将实施小
海海草床修复与海藻种植工程、东山
河万城至小海段综合整治工程（一
期）、万宁市港北渔港避风锚地工程
（一期）以及英豪半岛工厂化养殖示
范园项目等。项目三期投资匡算为
3.06亿元，包括建设小海周边污水综
合治理工程、小海入海河流水土流失
治理工程、万宁环小海热带农业公园
项目等。

值得一提的是，万宁环小海热带
农业公园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5202
亩，其中一区为3002亩周家庄生态
农业发展示范区、红树林萤火虫科研
中心，二区为2200亩北坡滨海热带
水生植物园，打造亚洲最大的滨海热
带水生植物种质资源圃。

这样的规划，不仅让小海实现
“涅槃”，而且要让小海永远成为万宁
人民的聚宝盆，让更多老百姓享受到
小海生态治理的长久红利。

如今，经过一系列生态整治，小
海的水质变好了，海景也变美了。每
逢清晨和黄昏，到周家庄村一带的海
边散步赏日出、看晚霞的市民渐渐多
了起来。小海和东山岭的山水互动，
正成为越来越吸引人的地方。

（本报万城4月25日电）

治理40多平方公里的水域，科学论
证是前提。

吴毓波2019年就任万宁市生态环境
局局长，他告诉记者，当时万宁市花了一年
时间做小海治理前期准备工作，对小海现
状，包括对鱼塘鱼排养殖情况进行摸底；踏
访国内顶尖科研机构，对小海开展了3个
专项研究，分别是由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小海
水动力、水工相关模型试验专项研究，由国
家海洋局南海规划与环境研究院开展的小
海底泥疏浚及疏浚物资源化利用方案研
究，以及由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开展
的小海生态修复技术方案研究。

除此之外，还陆续开展小海周边污染源
调查、小海地形地貌地质勘测，对小海水质
以及水草长势进行跟踪调查、对小海治理社
会稳定性风险进行评估调查等。“万宁市从
2019年到2021年，不断寻访科研单位和国
内知名专家，开展对小海的科学研究，通过
科研单位构建整个小海生态治理的技术体
系，做到治理小海心中有底。”吴毓波说。

其中投资912万元的小海水动力研
究，是指导小海生态修复的基础性技术支
撑。“想拓宽港北与外海交汇的口门，这个
口能开多大；恢复历史上的南潮汐通道
——南汊道，这个通道能开多深和多宽；
渔船避风锚地能建在什么地方，等等，这
些都需要水动力研究成果来支撑。”吴毓
波说。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为了进行小海

水动力研究，按1：350的比例，制作了一
个2100余平方米的小海物模，真实模拟
小海的生境，24小时观测“小海”的大潮、
小潮、风向、台风等各种自然因素变化，历
时一年多时间拿出了技术报告，奠定了小
海生态治理的技术基础支撑。

根据相关科研结果，万宁市策划了纳
潮活海、治污蓝海、生态蓝海、智慧管海和
惠民用海五大类8个工程项目，包括小海
退养还滩与红树林保护修复项目、南汊道
恢复工程、港北口门拓宽工程、港北渔港
避风锚地工程、多功能道路工程、环小海
农村污水治理、小海潮汐通道疏浚工程、
小海海草床修复与海藻种植工程。

这些工程需要清退8693亩养殖塘和
2.5万个海上渔排，种植3000多亩红树
林，对小海退塘还海、退养还湿；需要恢复
历史上原有的南潮汐通道，把港北口门宽
度从现在的150米拓宽到280米，增加小
海的纳潮量，提升小海的水动力，让小海
的海水“活”起来。

2020年6月25日，万宁市召开小海
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动员会，时任万宁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吴明阳在会上脱稿发
言：“我出生在和乐镇多德村，少年时代，
每周都背着7斤大米，沿着小海东岸防波
堤步行4小时到港北上学，那时的小海水
清岸绿，海草繁茂，鱼虾蟹丰饶，数万水鸟
翔集，这是我永难磨灭的记忆……给子孙
后代留下可以赖以生存的小海，我们这一
代人一定要干成这件事情！”

小 海 治 理 的 第 一 个“ 硬
仗”，是清退 8693 亩养殖塘和
2.5万个海上渔排网箱。

万宁万城镇周家庄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夏可平记
得，他是在1996年加入围塘养
殖行列的，和亲戚合作养了8.6
亩鱼虾塘。“那时围塘养殖很赚
钱，养一塘虾最多能净挣 6 万
元。”夏可平说，但近年来随着
小海水质变差，虾越来越不好
养，病害多，“从塘里抽出去的
尾水，隔壁又抽回去用，抽来抽
去，都是小海里的脏水。”

“市里召开的关于小海治
理的会议，我参加了五六次。”
夏可平说，这些会议让他充分
理解了小海治理的意义，“我
们这一代人再不行动，子孙后
代就真的看不到小海了。”

让夏可平感受到万宁治理
小海的坚定决心的，是下拨到位
的真金白银：村民只要签退塘协
议，就给补偿款，一亩补偿2万
元，加上附作物，一亩补偿款可
达约3万元，先签协议的还可以
获得额外奖励。“当时市财政局
一次性拿出退塘补偿款，先拨了
60%的补偿款，40%的补偿款由
我们向银行贷款，政府负责还本
付息。市委书记当面跟我说，大

胆去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政府一
定会还银行钱。”2022年4月，他
回忆说。

养虾养鱼虽然没有以
前那么挣钱了，但村民守着
虾塘，总归会带来一些收入，
退塘退排就是端掉村民的传统饭
碗，阻力依然很大。“关于退塘，村
里开了不下10次会议。”

2020年9月，周家庄村开始
退塘，夏可平第一个签下退塘协
议。在党员和村干部的带头示
范下，一个月后，周家庄村成为
万宁市第一个完成退塘工作的
村庄。

万事开头难，周家庄、集
庄、英豪、乐群等沿海村党支
部坚决贯彻市委的工作要求，
挨家挨户动员，讲解政策，有
力推动了退塘退排工作。

在全面清退养殖塘的同
时，万宁市积极谋划渔民的新
饭碗，加大对转产渔民的就业
培训力度，优先安排转产渔民
到槟榔城等企业就业，加大就
业支持力度，同时规划英豪半
岛建设工厂化养殖示范园，分
三期推进实施。未来小海还
要发展休闲渔业和乡村旅游，
小海治理好了，不愁村民没有
金饭碗。 万宁小海，鹭鸟翔集。 高芳勇 摄

万宁万城镇周家庄村渔民划着渔船，准备出海捕鱼。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