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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文华、范世辉、赵鸿宇

　　一条曾载入《山海经》的河流，而
今迎来新生。
　　“神囷之山……滏水出焉”，语出

《山海经·北山经》。《山海经》有奇幻色
彩，但也反映古代地理状况。神囷山亦
名神麇山，在今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
区，滏水即是被称为邯郸“母亲河”的
滏阳河。
　　千百年来，华北平原上的河流几
经演变，滏水曾于今河北省邯郸市的
成安、肥乡等处流入漳河，后与漳河分
分合合，至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
在成安建坝筑堤，两河才算彻底划清
界限，经多次疏浚整治，形成今天的滏
阳河。
　　“一湾春水涨玻璃，片片悬帆映绿
堤。细雨吹来风势顺，冲烟已到画桥
西。”诗作者裴大鹏，清代邯郸人，诗名

《滏水春帆》。
　　滏水春帆，历史上著名的邯郸十
景之一。可惜，旧中国国步艰难，滏阳
河日渐萧条，风光不再。新中国成立以
后，党和政府带领邯郸人民治水，滏阳
河又能通航、灌溉，春帆再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滏阳河上游
地区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给河流生态
和水资源带来压力，远去了春水、悬
帆、绿堤，出现了污染、阻滞、断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力度空前的生
态建设和治水，让滏阳河迎来新生。
2020 年以来，邯郸市实施滏阳河全域
生态修复工程，将之列为全市重大生
态工程、民心工程和责任工程，迅速推
进，全力为沉疴已久的“母亲河”对症
疗疾。当地通过清淤疏浚河道、整堤修
路植树、增加生态补水，在河道治理中
融入生态、景观、文化、旅游等元素，建
设生态景观长廊。

　　如今，滏阳河再现“一湾春水涨玻
璃”，绿堤掩映、轻舟游弋，两岸产业兴
隆、市井繁华。
　　这条从《山海经》中“流来”的河，
生机勃发、气象一新。

重见一湾碧水

　　 70 多岁的杨元杰是峰峰矿区
的一名摄影爱好者，现在每天一早一
晚，他都会沿着滏阳河走走拍拍。“各
种鸟是我镜头里的常客，记录滏阳河
四季让我的作品备受关注，最近不少

‘影友’联系我，想让我带他们去合适
的位置拍摄滏阳河的美丽生态。”
　　滏阳河流经邯郸 9 个县区、185
个村庄，千百年来，滋养着流域内世
世代代百姓。裴大鹏诗中用当时非常
珍贵的玻璃比喻滏阳河水的清莹，展
现河流繁盛面貌和如画美景。好景不
长，近现代时期滏阳河逐渐陷入困
境。1910 年，王延祉在《地学杂志》上
发文称滏阳河“除磁州外，水常涸断，
商船货运，往来不便，舟行涩难……
闾里日益萧条。”（引自《滏阳河史料
集》）
　　邯郸市漳滏河管理处纪委书记郭
运芳业余时间时常研究滏阳河历史，
他说，清朝中后期、民国大部分时间，
只要不是丰水年，都会遇到上下游争
水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对区域内用
水进行统筹，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
跃峰渠的建成，相对枯水的月份、年份
能从漳河引水，保证了滏阳河两岸的
通航和灌溉。
　　“小时候，不少人在河边洗衣服，
往返天津和邯郸的小火轮时常经过，
最开心的就是在河里的石头缝中摸鱼
虾。”滏阳河全域生态修复工程负责
人、邯郸市水利局一级调研员王志全
说。60 岁的他出生在邯郸永年，以前
家就在滏阳河畔。
　　随着王志全的长大，不少工业企
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然而大量污水却排入滏阳河，水体不
断发臭、变黑，水流减小，不少河道被
用来建房、修田，流域最窄的地方不足
两米宽，老百姓戏称为“一步跨”“虎跳
峡”。在滏阳河源头附近的峰峰矿区黑
龙 洞 ，由 于 采 煤 等 影 响 ，甚 至 出 现
断流。
　　王志全说，当时人们都不想沿河
居住，也没有小朋友去河边玩耍，他回
到家乡甚至不想再去河边看看。“最让
人担心的是汛期，一旦出现短时间内
大量降水，部分滏阳河沿岸会出现内
涝，一些居民家里被淹。”
　　为彻底解决“母亲河”存在的问
题，2019 年邯郸市筹划开展滏阳河
全域生态修复工程。邯郸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杜树杰时任分管副市长，据
他介绍，市委市政府把修复滏阳河作
为事关长远、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组
织水利、资源规划和环保等部门组成

“专家团”，全面梳理沿线县区在水资
源、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明确建设模式、建设时序和
完成时限，高标准编制《滏阳河全域生
态修复规划》。2020 年，规划正式通
过，滏阳河全域生态修复工程启动
实施。
　　当时滏阳河一些过村卡口私搭乱
建严重，河道被侵占，不能满足行洪需
求。为此，邯郸把滏阳河两岸占据河道
的民房、违建列为治河重点工作之一，
为滏阳河清淤疏浚扩挖、险工段防护、
水工建筑物改造等奠定基础。“截至目
前，邯郸已基本完成滏阳河河道内违
建清理，累计完成河道清淤 171 公
里，河道扩挖 167 公里，修建堤顶道
路 248 公里。”王志全说，通过一系列
措施，滏阳河河道平均宽度由原来的
10 多米扩展到了 60 米以上，多地行
洪能力大幅提升。
　　为保证源源不断的活水，邯郸市
一方面加强引水能力，统筹岳城水库
和东武仕水库水源，综合利用引黄、
引漳、提卫等工程，充分利用水网工
程引调蓄水，做到能引尽引、能补尽
补，截至 7 月底，邯郸今年累计向滏
阳河生态补水 2.7 亿立方米；另一方
面，当地建设了大量扬水泵站、橡胶
坝等工程，增加滏阳河蓄水能力，并
建设了峰峰矿区滏阳河国家湿地公
园、邯山区南湖沙滩公园、复兴区郊
野公园、曲周县凤鸣湖公园等一批汇
水自然湿地。
　　邯郸市永年区生态环境分局水科
科长乔国梅说，湿地公园可以发挥涵
养水源、蓄水防洪、净化水质、调节气
候等生态功能，当地通过退耕还湿、退
塘还湖、生态搬迁、扩渠引水等，新扩
展水面 10 平方公里，累计补水 1000
余万立方米，栽种荷花、芦苇 2000 多
亩，花木 10 万余株。湿地公园目前有
白鹭、杜鹃等禽鸟 170 多种。
　　邯郸市市政排水管理处黑臭水体
治理示范段项目负责人王秀君说，为
防止陆地污染源直接进入河道，邯郸
市主城区近年来已经完成雨污分流，
同时采取生态护岸、透水砖等方式，对
原有硬化河岸进行改造，设置潜流湿
地和表流湿地，使入水水质得到净化，
另外还增加了水生植物，达到阻水流、
降泥沙的目的，进一步提升水质。
　　为确保水清岸绿常态化，邯郸加
大三级河长巡河力度，严查侵占河
道、随意向河道及堤防周围倾倒垃
圾、乱排污水等行为。磁县磁州镇南
开河村党支部书记张明堂说，现在环
境好了，随处都有垃圾桶，人们基本
不再乱扔乱放，他这个村级河长快要

“失业”了。
　　此外，邯郸持续加大园区污水处
理设施执法监管，开展入河排污口大
排查大整治，不断深化农业农村污染
防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化肥减量增效

工作，严控农业面源污染。
　　邯郸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侯
有民说，目前滏阳河的绿色生态带已
整体建成，滏阳河水质由Ⅲ-Ⅴ类提
升至Ⅱ-Ⅲ类，河道行洪能力由此前
不足 20 年至 50 年一遇提升到 50 年
至 100 年一遇。
　　是小时候的滏阳河好还是现在
好？王志全说，以前的滏阳河近于“纯
天然”，现在属“升级版”，不仅行洪能
力得到检验，堤顶路的修建还方便了
沿岸人们出行，沿河新产业的打造鼓
起了人们的腰包。

升级一方产业

　　邯郸建城较早，有“一座等了你三
千年的城”之称。三千年来，滏阳河一
直是邯郸一条重要的黄金水道，历史
上邯郸出产的陶瓷、煤炭、杂货等通过
滏阳河源源不断销往各地。1945 年邯
郸解放后，在铁路不通、公路失修、战
事频仍的情况下，边区政府大力恢复
滏阳河水运，有力支持了解放战争和
沿岸地区的物资交流。
　　滏阳河，承载着邯郸过去的商贸
流通，如今又升级了一方产业。
　　邯郸市经开区与主城区地势落差
4 米左右，遇到大雨天气，主城区雨水
通过地表径流汇入经开区，滏阳河河
水也容易溢出。2016 年汛期，经开区
被大水浸泡近一个月；2020 年雨季，
区内多条道路、多家企业车间和仓库
被淹，其中美的集团邯郸工业园的一
些仓库水深 1.5 米，工人蹚水进出往
返，企业一度被迫停产。正巧当时美的
集团在与邯郸洽谈一个智能厨电项
目，预计总投资 50 亿元，还能带动相
关产业链企业入驻。邯郸美的厨电公
司负责人李威说，当时看到厂房被淹，
考察组担心排涝不畅，可能影响企业
进一步扩大生产，甚至考虑另找其他
合作地区。
　　而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邯郸市
快速推动滏阳河全域生态修复工程，
滏阳河行洪排涝能力进一步增强，工
业园区排水管网得到提升改造。在这
个过程中，当地政府将相关信息实时
与企业共享，及时听取各个企业的期
盼、建议。“河流生态修复让企业重建
了继续投资的信心。”邯郸市经开区党
工 委 书 记、管 委 会 主 任 张 敬 超 说 ，
2021 年汛期，邯郸遭遇了 1956 年有
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强降雨，得益于滏
阳河部分河段的改造，大部分河流流
经区域基本未受影响，美的工业园几
乎没有积水，这让不少企业坚定了继
续在邯郸发展的想法。
　　记者日前在邯郸美的制冷设备有
限公司看到，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有
序运转，上千名工人在进行质检、包装
工作。据悉，这里 10 秒左右就能完成
一台空调的组装，平均每天有 2.6 万
多台家用空调运往全国各地，2021 年

总产值 159 亿元，是邯郸的支柱企业
之一，30 多家涉及钣金、电子、注塑、
包装的家电配套企业也在美的周围落
户生产，2021 年实现产值近 50 亿元。
　　滏阳河全域生态修复不仅是招
商引资的名片，更是本地企业转型
升级的催化剂。
　　被誉为“中国紧固件之都”的邯郸
永年区，号称“30 万人搞生产，家家户
户出老板”，标准件产销量占全国市场
份额的一半以上，产值超过 300 亿
元。在标准件生产过程中，为了去除金
属表面氧化皮、焊渣、尘土和其他污
物，酸洗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个过程
会产生大量废水、废酸。由于原有的几
家电镀中心污水处理技术落后，环保
问题困扰着标准件产业进一步发展。
　　永年区副区长陈冰说，滏阳河治
理倒逼了标准件环保化生产。永年区
投资 50 亿元建成高端紧固件产业园，
采用行业最先进的技术处理电镀废
水，水质达到相关标准后进入污水处
理厂进行二次处理。“入园前本还有些
抵触情绪，感觉之前的生产模式已经
非常熟悉，也有稳定收益。但入园后，
通过设备改造提升或更新，公司标准
件的日产量由之前的 20 万只提高到
90 万只，用工数量减少了一半，效益
进一步提升。”河北固耐安五金制造有
限公司总经理马春霞说，机械性能的
提升使得产品标准化程度更高、品质
更可靠，还实现了可追溯，客户越来越
多，近期公司还在中东地区建立了海
外仓。
　　“滏阳河治理让我们这里的环境
变好了，道路四通八达，一些研发人员
更容易招聘。今年政府还帮我们联系
院校进行产学研结合，企业发展后劲
更足了。”马春霞说。
　　清澈丰盈的滏阳河水为两岸农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毛遂故里”
鸡泽县种植的辣椒以色泽紫红光滑、
细长、尖上带钩，形若羊角而得名，是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在鸡泽县万
亩红辣椒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玉全看
来，引河水灌溉让当地的辣椒种植更
上一个台阶。
　　辣椒虽是日常生活里常见的作
物，却十分“娇贵”，既不耐旱也不耐
涝，成长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管理要
求。“井水灌溉时，如果遇到农忙时节，
需要排队取水，如果浇水时间不合适
会降低辣椒品质。改用河水灌溉，不仅
随时都能取水，每次浇水一亩地平均
费用还低 15 元，这对我们种植大户
来说极大节约了成本。”刘玉全说。
　　灌溉方式的变化还提升了辣椒品
质：地表水灌溉水温和农作物根系温
度相近，更有利于农作物成长；地表水
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灌溉后土壤不会
产生板结；地表水灌溉的地块水分保
持时间更长久，土壤墒情能够更好满
足辣椒生长对水分的需求。
　　不仅是成方连片的种植园，之前

一直被人“轻视”的滏阳河河滩地
也成了“香饽饽”，不少特色种植企
业争相入驻。在峰峰矿区义井镇，
鑫伯特农业生态园流转 600 余亩
河滩地建设了鲜切花基地，为周边
村 500 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基地
种植的芍药花经过去叶、裁剪、冷
藏、包装等加工环节后，售往全国
各地。
　　侯有民说，河水灌溉不仅能减
少地下水开采，还可以补充地下水。
滏阳河综合治理后，每年可为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多提供 3100 万方
水源。相比 2018 年，邯郸整体浅层
地下水平均埋深从 25.01 米上升到
了 23.46 米。

复兴一城繁华

　　新中国成立时，邯郸“百废待
兴”，1949 年主城区只有 3 万人。
邯郸市统计局历史数据显示，当时
工业化水平几乎为零，只有少量手
工作坊从事生产，人民所需的工业
产品十分匮乏。
　　 1959 年，毛泽东主席在邯郸
视察工农业生产时曾说，邯郸是赵
国的都城，是五大古都之一，那时有
邯郸、洛阳、淄博……邯郸是要复兴
的。（见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毛泽东与河北》）
　　而今的邯郸，滏阳河一湾碧水
之畔，古城日渐复兴繁华。
　　新中国成立后，邯郸开发煤炭、
钢铁资源发展经济，1961 年 9 月，
郭沫若游邯郸时写了一首七律诗，
其中提到“武安铁矿峰峰煤”。后来
峰峰成了有名的“煤城”，并兴起了
水泥、陶瓷等工业，但经济发展的同
时造成严重污染。
　　“以前我们这里的房子绝对不
会漏雨，因为到处都是灰，一下雨
就相当于‘补房顶’。”76 岁的峰峰
矿区居民许金忠说，他是一名老矿
工，以前一直在矿上工作，居住在
煤矿周边。那时，家家户户为了防
尘，都把院子“篷”起来，“篷顶”院
子也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
　　经过滏阳河综合治理、矿山治
理等，峰峰启动了 26 平方公里的
北部新区规划建设，建成了清泉公
园、城市运动公园、市民广场等一批
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许金忠每
天换着公园遛弯，他说，这些公园以
前多是采煤沉陷区，杂草丛生、污水
横流，如今不少人在这里打篮球、跳
广场舞、放风筝，周边满眼是绿，他
每天睡得很舒服，夏日清晨经常被
鸟鸣声提醒该起床了。
　　在滏阳河沿岸，小游园像一颗
颗明珠，点亮了人民的生活。冀南
新区的马振江在滏阳河边长大，
2017 年他和当时的恋人黄瑶从北
京返乡，计划承包土地发展农业种
植。2018 年，因商量婚事，黄瑶的
父母从成都来到马振江家，但尴尬
的是，刚进门的一瞬间，就被一群
黑压压的蚊虫给“顶”了出来，黄瑶
父母离开时对女儿说，在这里生活
真的是委屈你了。
　　如今已成为父亲的马振江说，
前不久他的岳母再次来到家中，感
觉像变了一个世界，承包的农田长
势非常好，河水灌溉也很方便，家
门口还建了小公园，饭后遛遛弯特
别舒服。
　　生活的环境绿了美了，生活的
方式也变了，不少群众吃上了生态
旅游饭。
　　位于磁县的开河马头历史上是
滏阳河流域最大的商贸集散地。磁
县文广旅局副局长李江说，1975
年，这里考古挖掘出土了 6 条元代
沉船，船上有大量的瓷器、铁器和铜
器，这些沉船遗物验证了开河马头
悠久的航运史，但随着航运价值的
下降，这里逐步被人忘记。滏阳河综
合治理开展以来，当地按照宋朝时
期的记录，复建了集文化、旅游、购
物、民宿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开河
马头，让这里“重生”。
  滏阳河畔南开河村村民李佳以
前在磁县一家企业工作，看到开河
马头的发展，2020 年 9 月，她在开
河马头经营了一家专卖螺蛳粉的店
铺，没想到生意特别好，不久后她又
在附近新开了一家小吃店。李佳说，
生意好时，每个店铺每天都能有四
五百单，总营业额能超过 2 万元，村
里有 1000 多村民吃上了“旅游
饭”。     （下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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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邯郸冀南新区滏阳河花官营段景色。   受访者供图

  “一湾春水涨玻璃，片片

悬帆映绿堤。细雨吹来风势

顺，冲烟已到画桥西。”

  滏水春帆，历史上著名的

邯郸十景之一。后来由于种

种原因，滏阳河一度远去了春

水、悬帆、绿堤

  党的十八大以来，力度空

前的生态建设和治水，让滏阳

河再现“一湾春水涨玻璃”，绿

堤掩映、轻舟游弋，两岸产业

兴隆、市井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