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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旭东

在江苏省西南角的南京市高淳区，有条古老
的人工运河——胥河，开凿至今已2500余年。11
月 19 日傍晚，东坝街道新建的广通桥沐浴在落日
余晖下，几艘满载货物的大铁船，顺胥河东下，前
方是常州、无锡、苏州。波澜不惊，船上小狗兴奋
地对着岸上的人们吠叫。次日晨，记者赶到东坝
上游固城街道胥河沿线，又见七八艘大铁船逶迤
逆行西上，指向芜湖乃至更远的地方。水清河宽，
天高云淡，心旷神怡。

突然意识到，此胥河，已经非彼胥河；而此胥
河，仍然是彼胥河。岁月悠悠，不见来者，唯有倾
听河水，揣摩其沧桑巨变。于是，决定遍访群贤，
收集胥河故事。

引子——抗旱

10月以来，江苏旱情严重，降水量较去年同
期显著减少，30 天累计降雨普遍小于 10毫米，南
京附近更是出现一小片降雨量小于 1毫米的“无
雨区”，已经对生产生活产生了影响。记者 11月
20 日上午在淳东抽水站管理所见到所长芮伟宏
时，他因为刚刚结束抗旱显得有点疲惫。

“从 11月 9 日到 18 日，连续 9 天 9 夜，6 台
机组 24小时不停地抽水，每天往旱区提水 26万
方。”芮伟宏满嘴是数字，他说，往年七八月份是用
水高峰，需要抽一到两次水，今年特殊，已经是第
三次抗旱了。

淳东抽水站建于 1978 年，至今已运行 40 多
年。尽管当日机器不再轰鸣，水渠里波澜不惊，记
者仍能体会到那连续 9 天 9 夜的紧张。抽水站的
水源，来自胥河。高淳东部山区，如果没有胥河供
水，旱情将会如何严重？

“抽水站设计扬程 29 米，在高淳境内，胥河的
灌溉面积 30万亩，受益面积 404 平方公里，人口
21 . 9万。”芮伟宏对此如数家珍。

胥河不语。它的开凿者，并不是用它来抗
旱的。

伍子胥复仇，开挖河道攻打楚国

胥河，相传为春秋时伍子胥所挖。
春秋之世，各国纷争。吴于楚之东兴起，常与

楚交战。吴楚都是善用水战之国，都有大片沼泽
地带，更有大江和淮水沟通。在今天的高淳东坝
附近，有一道山梁，阻隔了吴楚两国的水道。

楚平王七年（公元前 522 年），平王听信谗言，
将楚国大将伍奢全家 300 多口抄斩，唯独伍子胥
侥幸逃脱。伍子胥辗转东逃，过韶关、经固城投奔
吴国，协助吴王兴兵强国。

吴国为了西破强楚，必须通过水路进攻。于
是，吴王阖闾采用伍子胥计谋，由他带队开挖河
道，打通震泽（太湖）至丹阳大泽的水路。公元前
506 年，伍子胥带兵经此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
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

目前关于胥河的最早记录来自北宋《图经》，
“昔吴王阖闾伐楚，以伍相带兵，因开此溪（胥溪
河），以通漕运。”宋代水利学家单锷在其所著《吴
中水利书》中说：“自春秋时，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之
谋伐楚，始创此河，以为漕运，春冬载二百石舟，而
东则通太湖，西则入长江，自后相传，未始有废。”
清光绪《高淳县志》记载：“胥河，吴王阖闾伐楚，伍
员开之，以通松道。”

另据安徽省《郎溪县志》记载，胥溪河，古名胥
河。此河一段是江苏高淳与安徽郎溪两县的界
河，上自高淳固城湖口，下至溧阳朱家桥，全长 30
公里。经溧阳、宜兴过太湖至苏州。公元前 506
年(春秋周敬王十四年)吴王阖闾为西征楚国，命
伍子胥凿渠以通军运，故名。

民国时期地质学家丁文江、水利专家武同举
等人，通过实地考察及对地质、地貌、钻孔和水文
资料分析，皆认为“中河（胥溪河）乃人工开凿之河
道”，“此河亦必属世界最古老的运河之一”。

如果胥河开通于公元前 506 年，当是世界最
古老的运河，而不是之一。因为，目前公认世界最
古老的运河为邗沟，开通于公元前 486 年，比胥河
晚 20 年。彼时，吴王夫差为了北伐齐国，争夺中
原霸主地位，调集民夫开挖自今扬州向东北，经射
阳湖到淮安入淮河的运河，因途经邗城，故得名
“邗沟”。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曾将胥河和邗沟并列世
界上最早的人工运河，实际上，胥河要“年长”20
年。因邗沟后来成为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京杭
大运河声名显赫，而胥河几经废弃，反倒渐渐被人
遗忘了它的年龄、甚至名字。

几经废弃，历史长河悠悠

据《高淳县水利志》记载，胥河西起高淳区固
城湖，东至溧阳朱家桥，全长30.6公里，连通青弋
江、水阳江和太湖两个流域，具有泄洪、航运、灌溉
等综合效益。自春秋吴至五代南唐一直全程通
航，也为古代高淳地区带来繁荣。

位于胥河西端北侧的的古固城，凭借其水上
运输便捷之地利，自秦置溧阳县直至隋开皇十一
年（591 年）析出溧水县，皆为溧阳县治所在地。
时溧阳县辖今溧阳、溧水、高淳三县城，固城偏居
一隅，却成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是因
为胥河。

但因胥河河道狭窄，水位高低悬殊，水流湍
急。少雨季节，河水干涸，不能通航；若逢大水年
份，洪水东泄，直逼太湖，造成下游受浸，因此，必
须筑堰固水。于是，围绕胥河河道造坝筑堰，不同
朝代根据不同需要，时筑时废。记者专程到高淳
区博物馆，寻找史实。

唐大顺二年（891 年），在胥河筑五堰，以抬高
水位运送军粮。

五代南唐末年（975年）五堰废，太湖水患加重。

宋徽宗政和七年至宣和七年（ 1117-1125
年），曾多次开挖古胥河，导致太湖流域两次大水
灾。1125 年，朝廷又命恢复五堰之一的银林堰并
筑成土坝，名叫银林东坝。

明太祖定都金陵后，为使苏浙漕运由胥河入
秦淮，避开长江风险，共征调民夫 35 . 9 万人、石
匠 4900 多人，疏浚河道 13 . 3 公里，并在原银林
堰处建造石闸，既利通航，又可节制水流。石闸命
名广通镇坝，后称东坝，亦称上坝，成为太湖和水
阳江两个水系的分水坝。朝廷在此专设巡检司、
税课司等机构，负责石闸管理和对来往船只收税。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江浙漕运改由镇江渡江
北上，胥河航道不再重要，并于永乐元年（1403
年）改石闸为土坝。但正统六年（1441 年），洪水
泛滥，土坝决口，导致苏锡常再受水害。巡抚周文
襄、杨埙于次年征调大量民夫石匠重新筑坝，并由
皇帝钦降版榜：“如有走泄水利，淹没苏、淞田禾
者，坝官吏处斩，夫匠充军。”

正德七年（1512 年），又在东坝坝基上加高三
丈。自此，“三湖”（固城、丹阳、石臼）之水不复东
流。但由于水位增高，造成西部高淳、宣城、当涂
诸县大批圩田沉没，仅高淳一县即被毁良田 10万
余田，民众苦不堪言。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固城湖水位高达
13 . 26 米，东坝被当地民众掘溃，导致苏州、无锡、
常州、镇江一带重大水灾。次年，经下游上述四府
奏请，改东坝土坝为石坝。在东坝东侧立有石碑，
永禁侵占坝基，由高淳、溧阳两县共同派人看守，
一直维持到中华民国。

十里银林不夜天

胥河的开凿是吴王伐楚的军事用途，随着岁
月的流转，后来它对农田灌溉、水运交通和防洪排
涝，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日益成为江南的重要交通
运输水道，终日商贾云集，白帆穿梭。

明初疏浚胥河建造石闸后，航船上溯直入长
江，可达皖赣湖广等地，下行驶入太湖、钱塘江，可
抵苏锡常及浙闽等地，既可避免江涛风险，又可缩
短百公里航程，因此，广通镇便成为交通枢纽，有
“七省通衢”之称。

区位优势带来商贸兴盛，时至明末，广通镇
（今日的东坝街道）已成为芜湖、无锡两大米市之
间粮食的集散地，发电供电、机器榨油和碾米等现
代工业也开始起步。因有东坝坝头所阻，货船到
坝过驳困难，有的便转手买卖。其时，胥河中船楫
如梭，坝上行旅摩肩接踵，镇上相继出现粮食、茶
叶、桐油、黄烟、竹木等商市。

辛亥革命后，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交通梗阻，
安徽等产地粮食北运受到影响，大多由胥河经东
坝运至无锡、苏州、杭州、上海一带。因此，东坝粮
行发展很快，最多时多达 57家。粮船一到，粮行
伙计纷纷高喊粮行名号，与船主谈妥便插上各家
粮行竹签。

粮行生意的兴隆，带来了茶馆、酒店等服务业
和南北杂货诸多行业的兴起。民国时期，东坝集
镇商号近 350家，过往客商有“日过三千，夜宿八
百”之说。夜晚，坝头上下，帆樯林立，灯火一片。
对此，清末解元王嘉宾曾留下“六朝金粉无愁曲，
十里银林不夜天”的佳句。

58 岁的汤春山，是东坝街道文体站的副站
长，他的先辈，见证过“十里银林不夜天”的盛况。

“东坝有‘七姓五帮’之说，指的是七大姓氏，
五大帮派。我们汤姓，一般是推车的。”汤春山说，
不管是货物从上游运送到东坝还是从下游运送到
下坝，都得停船过驳。卸下的货物，就靠车夫用独
轮车，运送到下一站。另有专人铺置圆木、滑草，
将空船“拔”过坝头。

东坝到下坝之间，相距五公里。每到天黑，车
夫就会在车头点亮马灯。“‘十里银林不夜天’，不
是路灯照亮的，而是一盏盏马灯照亮的。”汤春山
说，他的父亲就曾是照亮不夜天的车夫之一。

在汤春山的描述中，记者仿佛看到“清明上河
图”的盛景。他所讲唱戏的故事，让这幅“清明上
河图”，有了声响。

“我父亲说，东坝三天两头有戏唱，二三十里
地外的农人，经常赶来看大戏。”在广通桥北岸，至
今还保存着东岳庙古戏楼。汤春生说，很多戏班
要去下游唱戏，当地民众帮他们免费拔船、送行
头，但要他们免费给“菩萨”唱戏。“哪里是唱给菩
萨听呢？其实就是唱给世人听的。”汤春生说，过
往戏班在东坝免费唱戏，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确
立下来的，后来就成了个传统。

东坝的繁荣，一是因为有胥河，二是因为有了
“坝”。随着外围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交通工具的
“改朝换代”，胥河及东坝，都慢慢冷清了。

固我三江水，确保苏锡常

胥河上下游水位高度悬殊，汛期固城湖水位
常高于太湖水位 7-9 米，河窄流急，如果没有东
坝的阻挡，下游苏锡常等地难免水患。东坝几乎
从水利上，掌控着太湖流域的生死，故苏州有句民
谚：“固城湖边东坝倒，北寺塔上飘稻草。”意思就
是东坝一倒，固城湖及上游洪水倾泻而下，会淹没
苏州域内的北寺塔，而此塔为苏州城内最高点。

未筑东坝之前，如清代河道总督靳辅所言：
“江南之苏、松、常、镇，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在唐
汉之前，不过一泽国耳。”筑东坝之后，素来被称为
“江南胜地”的高淳地区，变成了“蓄洪之地”“洪水
走廊”，为此，高淳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故有“我
挡三江水，确保苏锡常”之说。

江苏省下坝船闸管理所所长叶荣说，“我挡三
江水，确保苏锡常”的说法，是在防御 1999 年特大
洪水时，他们提出来的。那年夏季，固城湖水位涨
至 13 . 07 米，超过警戒线 3 . 07 米。

“当时，很多地方圩堤已经开始漫水。”时任东
坝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胡春福至今心有余悸，“连
续 45 天，我一直在堤坝上组织抗洪抢险，不敢回
家。”

时任东坝镇农经站站长杨军当时因连续作
战，累得坐在堤坝上睡着了，被领导骂醒后，继续
值守。

胡春福担任东坝分管农业的镇长 12 年，每年
都要组织劳力加固堤坝。“固城湖水位受皖南山区
客水影响大，提升非常迅速。我们为了减轻长江
行洪压力，一般不会往长江排水，基本上都是自己
扛。”胡春福说，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胥河两岸的圩
堤高程已经从 10 米加高到 15 米，宽度也从两米
拓宽到 8 米以上。因此，即使 2016 年固城湖水位
涨到 13 . 21 米，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位，
胥河堤坝却安然无恙，其下游的苏锡常安然无恙。

“考古达人”濮阳康京

胥河在原高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濮阳康
京眼里，则有了另一番景象。

1949 年出生的濮阳康京，从小就生长在胥河
边，亲眼目睹了胥河的繁盛。“沿河都是明清时期
的古建筑，很有气势。东坝西面，货船排队出去 3
里之远，樯帆林立，那叫一个气派。”

常在胥河边玩耍的他，发现岸边有些石块有
人工磨制的痕迹，就开始收集。“这些石块，记录着
高淳的历史，我经常将这些被磨制的石块上交到
文化部门。”上交次数多了，引起了媒体关注，《南
京日报》于 1981 年据此报道了他的事迹。

在河边捡石块并被媒体报道，改变了濮阳康
京的人生轨迹。1984 年，高淳县将他调到县图书
馆，作为文物干部，参加全县的文物普查。“这份工
作来之不易，我边学习边研究，不断深造……目
前，高淳博物馆的馆藏，一半以上都是我收集的。”
濮阳康京不无得意地说。

高淳因“地高民朴”而获名，古中江流经丹阳
大泽，形成了固城湖、石臼湖、丹阳湖，造就了高淳
的鱼米之乡。早在 6000 多年前，薛城的先民就开
始了捕鱼和耕作，古固城开启了高淳的文明之光，
悠悠胥河则孕育了吴楚文化的风韵及渊源。

胥河沿线，自然成为他重点研究的对象。濮
阳康京发现，东坝到桠溪之间，大部分是新石器时
期到两周时期的文化遗存，而固城镇则以汉代遗
存为主。此前他在河边收集的石块，基本是新石
器时期的石器。

十多年前一次拓宽胥河过程中，民工在下坝
胥河南岸发现了南宋时期的金银窖藏。“窖藏内有
金银器几十斤，其中在金牌和银铤上，标有‘出门
税’字样。”濮阳康京说，“出门税”就是南宋时期的
国税，说明当时南宋朝廷在此设有税务部门，推测
因金兵入侵，来不及转移这笔金银，便临时埋了
起来。

五六年前，拓宽胥河的民工在下坝东、胥河北
又发现墓葬。“我用手抠出了新石器时代‘松泽文
化’的黑皮陶罐等文物。”即使退休了，濮阳康京仍
对考古和文物保护乐此不疲，他成立了“高淳文物
保护与文博研究濮阳康京工作室”。对他来说，高
淳地区包括胥河两岸，是他这辈子永远研究不完
的课题。

逝者如斯夫，绿水将长流

岁月悠悠，如今的胥河，不再如以往那般难
以把控，胥河两岸，也没有往日那般兴盛。

和中国的一些河流一样，胥河也走过一段
生态的弯路。庆幸的是，当地醒悟得比较早。

汤春生清楚地记得，上世纪 70 年代，只要
家里没菜吃了，他就推着木制洗脚盆，到胥河
里摸鱼摸虾，从不会空手而归。1972 年，东坝
出现了第一个乡镇企业——砖瓦厂，也是第一
个开始侵犯胥河的企业，直接将废砖块倾倒在
胥河里。1978 年，东坝出现了制造油毛毡的
造纸厂，污水直排胥河。“水体红黑红黑的，发
出臭味。纸浆漂在水面上，粘稠得像座小岛，
并慢慢堆积在河边。”汤春生回忆说，随后，东
坝又引进了化工厂，建立化工园区，还有几家
豆腐厂，污水无一例外地排放到胥河内。从那
以后，汤春生再没到胥河里摸过鱼虾。

胡春福表示，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东坝镇
陆续建设了大小几十家化工企业。“为了招商引
资，不管好歹，全面引进。镇里有了一时的工业
经济，却得不偿失。”1997 年太湖蓝藻爆发，对
胥河的治理是个契机。“省里下狠心治理太湖污
染，胥河也是重要的水源地。”胡春福说，东坝镇
从那时起，陆续关停化工企业，目前，镇里仅有
两家电缆厂。

污染带来的后果是显性的，20 多年间，胥
河里根本无鱼可钓。东坝镇关停胥河沿线化工
企业的同时，2002 年，高淳提出“生态立县”的
政策，2010 年全面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胥
河的水质不断得到改善。

2013 年后，胥河边钓鱼的人又开始多起
来。“现在连安徽郎溪、广德的人也常赶过来钓
鱼。”汤春生笑着说，他的侄儿汤宏华，去年在胥
河里钓到一条 6斤多重的鳜鱼。

不仅如此，胥河的航运功能也再次得到
提升。

8月 30 日，随着改建后的芜湖中江桥竣工
通车。作为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重要组成部
分，芜湖中江桥竣工通车，宣告芜申运河安徽段
最后一个节点全面打通，开辟了安徽第二条通
往长三角地区“黄金水道”，可满足 1000 吨级船
舶常年通航，芜湖至上海运距相比长江缩短约
118公里，同时提高了小型船舶航行的安全性。

芜申运河是一条老运河，从安徽省芜湖市
出发，经芜湖县、当涂、郎溪、至江苏的高淳、溧
阳、宜兴，然后入太湖，穿太湖经太浦口进入上
海，全长 271公里，是一条沟通长江和太湖水系
跨流域的省际内河航运通道。高淳的下坝船
闸，已在 2015 年 1月按照三级航道技术标准建
成通航，可通航 1000 吨级船舶，设计年单向通
过能力为 1890万吨。

“去年下坝船闸船舶通过量是 1200万吨，
今年不到 11个月，通过量已达 1300万吨。”江
苏省下坝船闸管理所所长叶荣说。

1958 年 6月，因胥河下游旱情奇重，江苏
省抗旱会议决定开通东坝，引水抗旱。镇江专
署组织溧阳、高淳两县民工 8000 人，于 7月 7
日动工，至 7月 14 日挖开坝底，挖掘出镇坝物
铁牛、铁蝎子各 1只，7月 31 日放水。东坝之
“坝”，从此不复存在，过往船舶，难以再给东坝
带来什么福利。（1960 年 6月在下坝建成茅东
进水闸，才解决了东坝拆除后下游的防洪与灌
溉问题。）

“水运功能退位，区域优势不再，我们得另
谋发展思路。”东坝街道副主任孔桂红说，当地
把目光放在了胥河留下的历史遗存上，目前正
在酝酿发展“上上街区域文商旅”项目，力争让
游客在东坝停留、住宿、消费。此前，东坝街道
已着手打造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其游子山社区
小茅山脚村和青山社区垄上村成为江苏省首批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当地的“山水资源”正
在逐步转化成“美丽经济”。

广通桥南岸的上上街，是清末民初形成的
东坝老街。广通桥建成之时，上上街面向胥河
之处，重新按旧时模样建起财神庙、牌楼、回廊
等。“胥河涌玉东坝堆金雕花梦里家家喜，七省
通衢千秋珠履石板街中步步高”，这副挂在牌楼
上的对联，寄托了当地百姓对未来生活的美好
向往。

30公里长的古胥河，叙述的正是六千年的
中华文明史。

（上接 9 版）
草中野兔窜过坡，
树头画眉离了窝；
江心鲤鱼跳出水，
要听姐妹采茶歌……
艺术家的内心对大自然都有一份特

别的敏感，何况生在漓江长在漓江的黄
婉秋，当年面对镜头唱起《采茶歌》是
时候，她就开始意识到，大自然是一个
整体，谁也离不开谁。

“一只小船轻悠悠，月

儿弯弯在当头”

电影片尾，“刘三姐”和“阿牛
哥”划着小船，在如钩新月的照映下，
沿着两岸长满凤尾竹的漓江款款前行，
摆脱财主的追踪，走向新生活。悠悠山
歌以白描手法写景抒情，充满浪漫主义
情怀。

一只小船轻悠悠，
月儿弯弯在当头；
人看明月当头挂，
我看明月顺水流……
电影《刘三姐》的美，在这一部分

到了极致，无论是画面和音乐，还是歌
词的内涵、韵味和意境，都饱含着对绿
水青山和纯洁爱情的赞美之情，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黄婉秋记得，这些镜头拍
得很辛苦，也拍得很成功。漓江上皎洁
的月亮，从此深深刻入脑海。

多年来，黄婉秋很喜欢和家人一起
去漓江上赏月，坐着竹筏体会“一只小
船轻悠悠、月儿弯弯在当头”的那一份
美好光景。

“以前经常去，特别是中秋节，我
们几乎都去。”黄婉秋说，“但是后来
就不怎么去了，因为看到漓江环境一天
不如一天，面对垃圾和污水，哪有心思
赏月？”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漓江流域整
污治乱成效渐显，弯弯月亮又重新清晰
地倒映在一江清水的波光里了。

以漓江为代表的桂林山水是我国自
然风光的典型代表，改革开放以来有
160 多位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政要慕
名到访。

“漓江不仅属于桂林人民，属于广
西人民和全国人民，也是属于世界的，
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拥有的财富，我们都
要很好地去呵护它。”

“要全力保护好桂林山水，继续做
好当地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工作，特别是
要抓好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让这一
人间美景永续保存下去。”

党中央对漓江的生态保护十分关
注，殷殷嘱托。

2018 年，桂林接待游客量首次超
过 1 亿人次。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生态环保压力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
重。黄婉秋认为，一方面要依托资源优
势促进发展，充分发挥漓江品牌效应造
福群众；另一方面，必须处理好开放发
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守住“绿水
青山”才能换来“金山银山”。

漓江是桂林山水之魂。同时，桂林
也是历史文化名城，核心竞争力在于生
态资源，也在于文化资源。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桂林依托得天
独厚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资源优势，
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文章正是从
“刘三姐文化”破题开篇。大型山水实
景演出《印象·刘三姐》自 2004年公演
以来，天天演出并几乎场场爆满，此后
一批精品文化演艺项目陆续推出，“演
艺之都”的新名片日趋闪亮。

为传承“刘三姐文化”，黄婉秋倾
注了大量心血。她和女儿、外孙女一家
三代同台演“刘三姐”，打造舞台剧
《歌仙刘三姐》和全息穿越剧《遇见刘
三姐》，深受观众欢迎。几十年来坚持
不懈，使她的艺术生命得以青春常驻。

2015 年，黄婉秋荣获文化部颁发
的“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家终身成就
奖”。

2017 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以象
鼻山为舞台的桂林分会场闪耀荧屏。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黄婉
秋携手张信哲、邓紫棋，以一首观众耳
熟能详的《歌从漓江来》将晚会推向了
高潮，既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勃勃生
机，又呈现了桂林自然生态之美和国际
旅游胜地建设发展新成就。

黄婉秋高兴地看到了“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桂林实践。今日漓
江，山青水碧生态美，生活在江畔的人们
谈起母亲河，无不充满自豪感、幸福感、
满足感。黄婉秋说：“我真的很庆幸自己
生长在漓江边，就像人们说的一样，‘愿
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

黄婉秋在记录她艺术生涯的《只有
山歌敬亲人》一书上，为 60 年前的老
照片写了几句“独语”：“往昔的回忆
只能定格在照片上，留存在心灵里，好
美，好美……”

往昔毕竟已成往昔。黄婉秋坚信，
只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新发展理念，人们的生活一定会
越来越好，漓江的生态也一定会得到更
好的保护，我们的子子孙孙就能够长久
地享有漓江上“人看明月当头挂、我看
明月顺水流”的良辰美景。

黄婉秋说：“绿色发展，功在千
秋。”

胥胥河河春春秋秋：：一一条条古古运运河河的的行行与与思思

▲高淳区固城街道胥河航道（11 月 20 日摄）。 本报记者朱旭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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