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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堰的滨水景观遥

姜堰水沛袁自古而然遥 流
淌了 2000 多年的老通扬运
河由此穿过袁 滋养着这片土
地遥

因水而兴袁向水而为遥 近
5 年来袁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
累计投入近 10 亿元袁系统治
理野大中小微冶水体袁描绘出
一幅水美图景遥

改变思路袁系统整治区域
水环境

孙宝华的一天是从巡河开
始的遥野水越来越美了浴冶他说遥老
孙沿着姜堰区罗塘街道前舍村
的河边行走遥 作为巡河志愿者袁
孙宝华对每天的工作早已习以
为常遥

野以前河道上有私搭乱建袁现
在违建拆了袁 政府还在河岸上栽
种了花卉树苗尧铺上了草坪袁家门
口成了耶水上花园爷遥 冶老孙家门口
的这条运河既能引水灌溉袁 又能
调节旱涝遥 但另一方面袁老通扬运
河东部片区作为姜堰通南地区引
水的最末端袁水资源禀赋较差袁河
网多年缺少整治袁导致河床淤积尧
水生态退化遥

为解决这一问题袁 姜堰区采
取区域整体治理思路袁 对区域内
的拜官河尧新河尧白南河 3 条骨干
河道进行整治袁 同时新建了一座
生态调水泵站尧5 座节制闸袁 对沿
线河道进行清障遥

在拜官河泵站袁记者看到袁两
座水闸正通过提水来增加河水的
流动性遥 在白南河袁新修建的护坡
采用了波浪桩袁 河坡上种满护坡

植物遥 系统整治区域水环境袁让水
连起来尧 活起来更清起来遥 据介
绍袁 老通扬运河东部片区水生态
修复完成后袁 可以实现 50 至 100
平方千米片区调水尧控水尧活水袁
不仅能改善水生态袁 还能保障农
业生产用水遥

构建多元河长制袁实现监
管全覆盖

姜堰河湖密布袁 但遍布的小
塘河也成为当地乡村河湖治理的
难点遥 为此袁当地将河长制工作进
一步下沉至基层网络遥

这天袁正下小雨袁顾高镇西
芦村党支部书记邰迎华像往常
一样袁利用上班前的时间巡查村
里的沟塘袁一旦发现杂草尧树叶
等水面漂浮物袁 就及时组织打
捞遥

曾经的西芦沟塘每到夏天就
水体发臭尧蚊蝇乱飞袁村民只能绕
道而行遥 去年袁邰迎华在顾高镇水
利站协助下袁 筹资 160 余万元整
治这个沟塘袁清淤泥尧运垃圾尧引
活水尧栽植物尧养鱼苗噎噎走进如
今的西芦村袁 沟塘两岸已是景色
宜人遥 野现在我们村的沟塘真是大
变样袁水面清清爽爽袁岸边成了我
们散步乘凉的好去处遥 冶村民凌华
吉开心地说遥

此外袁 姜堰还公开聘请了数
百名民间河长袁每届聘期 3 年遥 这
些河长积极参与到水污染防治尧
水环境治理尧水资源保护监督中袁
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袁 彰显多元叠
加效应遥

与此同时袁姜堰将河长履职尧
河湖管护尧 水质监测以及工程建

设等功能系统整合袁开发野智慧河
湖冶 管理系统袁 无人机智能巡检
野天眼冶尧手机 APP野防线冶尧骨干河
湖 130 处实时监控野地网冶全面发
力袁 初步实现了河湖管护的网格
化尧信息化和智能化遥

河长+旅游袁 助力乡村振
兴

依托河长制的不断推进袁姜
堰还创新探索 野河长制+乡村旅
游冶袁助力乡村振兴遥

位于三水街道的小杨村是省
级水美乡村袁 阡陌交通袁 水网相
连遥 近年来袁区域内的河道水生态
环境提档升级袁河道疏浚尧生态护
坡尧雨污分流尧截污纳管袁进一步
优化了当地的生态环境遥

环境好了袁经济也不断发展遥
在现在的小杨村袁 既有亲子类的
研学袁比如家庭农场袁也有蟹村生
活体验项目袁人气越来越旺遥

在境内河道总长近 400 千
米尧地处里下河地区的淤溪镇袁去
年起袁 镇里以镇村河长履职为抓
手袁以纵横交错的水网为载体袁深
度挖掘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周庄村
的旅游资源袁 精心打造千垎田园
景区遥 同时袁 镇村河长分类实施
野一河一策冶野一片一策冶袁 开展区
域水环境治理袁 因地制宜打造人
文水景观遥

姜堰区委书记尧总河长方针
表示袁 下一步袁 姜堰区将秉承
野幸福河湖尧美丽姜堰 冶建设理
念袁打造野水韵古罗塘 尧最美金
姜堰冶的野幸福河湖冶生动样本袁
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迈上新台阶遥

村庄于曲径通幽处袁村民
在闲庭信步中遥 房前房后池塘
鹅鸭尧良田阡陌尧苗木旺盛袁仿
佛置身于野世外桃源冶袁这里就
是河南省商城县李集乡卜店
村遥

野2013 年以来袁 我们村以
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袁从修建
5 个村民组的 2 公里连通公路
开始袁推进道路绿化尧亮化尧美
化工程袁配套健身器材 13 套尧
太阳能路灯 21 盏等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遥 冶村党支部书记张
太保介绍遥 卜店村坚持规划先
行袁依托自然山水风光袁尊重
村后靠山尧村前有田尧村庄居
中的原有乡村田园风貌和特
色袁按照野主题打造尧连片建
设尧自主管理冶的模式袁因地制
宜完善全村规划袁逐步形成一
组一景尧 多景一区的创建格
局遥

李集乡政法委员陈祖园
介绍袁 卜店村已成功打造了
野梦圆冶 丁瓦房尧野福享冶 巴家
楼尧野和美冶 丁大庄尧野德临冶彭
小庄尧野善至冶彭家公馆等五个
美丽乡村建设主题居民组袁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美丽乡村景
观带袁 成为全县美丽乡村尧廉
洁乡村和乡村旅游示范点遥

为保持优美的环境袁该村
还建立起了环卫保洁一体化
管理体系和环卫经费野一事一
议冶工作机制袁投放了 80 余个
垃圾桶袁 选聘了 7 个保洁员袁
保证生活垃圾野日清日运冶袁公
共区域干净卫生曰公路沿线种
植红叶石楠尧紫玉兰等花木 2 万余株遥

改善外部人居环境只是治标袁形成人人自觉的
长效机制才是根本遥为此袁该村注重培育文明乡风袁
利用公共墙体袁让孝道文化尧廉洁文化尧家风家训彩
绘上墙袁展现本土民风民俗文化袁还开展野星级文明
户冶评比尧好婆婆好媳妇评选等活动袁让组与组尧户
与户尧人与人之间互比互学尧相互监督袁逐渐形成自
觉保持环境卫生的良好习惯遥

在村民王世奎家袁院落干净整洁袁各式各样修
剪齐整的苗木花草有序地摆放在门前遥 张太保说院
野这是我们村评选出的耶五美庭院爷遥 如今村里环境
优美袁乡风和美袁生活富美袁百姓甜美遥 村集体投资
80 万元建的阳光温室大棚里袁玫瑰长势喜人袁穿境
而过的阳新高速也已动工袁未来卜店村一定会更美
好遥 冶

近年来袁 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杨岐乡
坚持源头治理尧 标本兼治袁 全面推进河长
制袁不断加强河道生态管理保护工作袁打造
秀美乡村与生态河道共融的绿色环境遥 图
为近日拍摄的杨岐乡凤鸣湖水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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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江苏姜堰袁因水而兴遥如何让城中的水连起来尧活起来尧清起来钥姜堰一直在

探索遥
近 5 年来袁姜堰累计投入近 10 亿元袁系统治理野大中小微冶水体袁构建多元

河长制袁创新开展野河长制+乡村旅游冶融合发展新路径袁改善水环境尧修复水生
态袁描绘出一幅美丽图景遥

江苏姜堰多渠道系统治理野大中小微冶水体

因水而兴 向水而为
阴何 聪 尹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