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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视点

日前，嘉定区在已公布第一、第二批河长名

单的基础上，通过“嘉定河长”微信公众号向社

会公众公布了第三批河长名单。至此，区、镇、

村居三级河长体系建成，全区包括村沟宅河在

内的所有河道均落实河长，共计398名。

对各级河长而言，“河长制”压实了治水的

责任，通过“责”和“任”来实现全境治水。目前，

全区共梳理出 246 条、248 公里黑臭河道，计划

于今年10月底消除水体黑臭。

除了已公布的398名河长以外，嘉定还有2

名特别的河长——“嘉定河长”微信公众号和

“嘉定河长”APP。前者是市民参与治理水环

境、保护水环境的平台，后者则是河长们履职的

“密钥”。“嘉定河长”APP工作平台，设有河长办

公、巡养大看台、市民信箱三大板块。一方面，

河长可以通过APP平台掌握具体河道的管养情

况，发布河长工作指令，另一方面，河长的履职

情况也将通过APP平台反映。

做好水文章，护航河道长治久清

他山之石

● 莱茵河重现生机

莱茵河全长 1300多公里，流经瑞士、德国、法国、卢森

堡、荷兰等 9个欧洲国家。20世纪 50年代末，德国开始大

规模战后重建工作，大量工业废水排进河里，莱茵河水质

急剧恶化，最严重时河水中溶解氧几乎为零，鱼类完全消

失。

为使莱茵河重现生机，1963年，包括德国在内的莱茵

河流域各国与欧共体代表，在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

(ICPR)范围内签订了合作公约，奠定了共同治理莱茵河的

合作基础。ICPR强行对排入河中的工业废水进行无害化

处理，并严格控制工业、农业、生活固体污染物排入莱茵

河，违者罚款。ICPR还实行“责任到户”，如下设若干专门

工作组，分别负责水质监测、监控污染源等工作。经多年

努力，莱茵河终于恢复了生机。2002年底调查表明，莱茵

河已经恢复到二战前的生物多样性水平。

● 泰晤士河恶臭不再

横贯英国的泰晤士河是英国的母亲河。19世纪，随着

工业革命兴起，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

入泰晤士河，1858年伦敦发生“大恶臭”事件。

20世纪 60年代初，英国政府下决心全面治理泰晤士

河。首先通过立法，对直接向泰晤士河排放工业废水和生

活污水作了严格的规定。有关当局还重建和延长了伦敦

下水道，建设了450多座污水处理厂。目前，泰晤士河沿岸

的生活污水都要先集中到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再排入泰晤

士河。污水处理费用计入居民的自来水费中。经多年整

治，目前完全恢复到了工业化前的状态。

河道黑臭国外如何治理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生产之要，水是生态之基。水环境的变化，是

江南水乡嘉定发展变化的一个侧影。曾几何时，小工厂、大烟囱，低产

出、高能耗，嘉定同“长三角”不少城市一样，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却

也渐渐失去了水乡的秀丽之美。如今，既要经济增速，又要生态宜居，

成为发展共识。治水，又成了政府和市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今年，嘉定全面启动了中小河道治理工作，将246条段248公里

中小河道列入整治名单。落实“河长制”，提出河道管养“六个一”，探

索“民间河长”……聚力做好水文章，确保实现河道水系的长治久清。

那么，河道综合整治的效果究竟如何？政府和市民对于河道综合整治

又有哪些感受、意见和担忧呢？

我要发言

河长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开始越

来越频繁地出现。从太湖蓝藻爆发后

开始探索的河长制，经过近10年的摸

索创新，已在许多地方开花结果。实

践证明，河长制是新形势下切实可行、

有力有效的河湖管理模式。

河长制为什么能管用？关键在于

这一举措破除了治水体制顽疾，改变

了“环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九龙

治水水不治”的尴尬局面。从责任担

当来看，全面推行河长制，把河道养护

的责任落实到各级党政领导身上，由

“一把手”来挑水环境管理的头，就是

抓住了管理的源头、责任的源头，自上

而下推动问题解决。将责任定点到

人，过去可以推的事情，现在责任划分

清楚了，推也推不掉。从部门协作来

看，治水并非一两个部门，某一个层级

的事情，涉及水利农业、环保等多个部

门，各有分工、各具使命，需要河长管

总，一头治水，协调各方，形成合力。

由此可见，河长制不是可有可无

的权宜之计，而是持之以恒的长远之

策；河长也不是虚衔，而是要把责任实

实在在扛在肩上。

今年，围绕“消除水体黑臭、改善

河道面貌、巩固整治成效、提高公众满

意率”的整治目标，嘉定将 246 条段

248公里中小河道列入整治名单。目

前，全区建立了区、镇、村居三级河长

体系，对全区包括村沟宅河在内的所

有河道均落实一名河长，共落实 398
名河长，并在区级媒体公布全区河长

名单。同时正在安装河长公示牌，全

区所有河道在5月底前完成公示牌设

立。

为给河长履职创造条件，嘉定还

建立了河道情况“一河一档案”，在摸

清全区河道基本情况的基础上，逐条

建立河道档案；明确河道管理“一河一

办法”，根据河道存在的具体问题和所

处的周边环境，明确巡查的频次、保洁

的强度、养护的标准；落实河道共治

“一河一监督员”，通过招募志愿者、聘

请河长助理和民间河长等多种形式，

建立河道管养工作社会监督体系；全

面推进管理养护市场化，落实市场化

养护力量，充分发挥市场化队伍专业

素质高、设备配置好的优势，为河长开

展工作提供有力支撑。此外，还开通

了“嘉定河长”微信公众号，倾听群众

呼声，为市民提供参与治理水环境、保

护水环境的平台；并启用“嘉定河长”

APP工作平台，促进河长履职，监督河

长尽责。

如何确保推行河长制取得实效？

嘉定一方面细化了河长工作职责，进

一步明确了各级河长在加强水污染防

治、水环境治理，维护正常水事秩序，

促进河湖生命健康等方面的工作责

任；另一方面，制定了河长制联席会

议、工作职责及考核办法、工作督察等

制度。 区河长制办公室

今年春节刚过，为整治黑臭河道，

嘉定公布了首批“河长”名单，名单里，

除了嘉定的一把手等领导之外，也有

镇、村级干部，各级河长分工明确，承

担的责任也很清晰。“河长”这一新职

位的出现，显示了嘉定乃至全市治理

河道的信心和决心。

但是，笔者以为，光有“河长”还远

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每个“河长”身后，

有没有一批“河员”。因为治理河道不

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而是所有老百姓

的事情。只有当所有市民都能加入护

河队伍、成为其中一员时，我们的治河

行动才能真正成功。

在嘉定，“河长”不仅仅是挂个

名。在“河长”公示牌上，不仅有河道

“河长”、养护单位、河道巡查员的名

字，还有河道养护目标和监督电话，随

时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但是，从实际

情况来看，“河长”不可能每天都到自

己负责的河道来巡逻、查看，毕竟他们

还有许多正职工作需要处理。但如果

有了居住在河道附近的“河员”，他们

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傍晚去景观河

道遛弯，看到有人往河里倾倒垃圾，可

以及时制止；上班路上经过大桥，看到

不显眼处的排污管道，可以及时上报

有关部门知晓；哪怕只是以身作则，监

督好自己及家人不往河里乱扔垃圾，

也是对河道治理的一种贡献。

可以说，任何组织光有“长”，而没

有“队员”，肯定干不好事情。嘉定成

立“河长”队伍后，通过“河长”来解决

复杂水问题、补齐水环境治理短板，而

作为普通老百姓，就要把自己当做“河

员”，义务地监督、保护身边的河流。

河道是大家的，环境也是大家

的。全嘉定领导干部和市民群众上下

一心，定能在河道治理上打个大胜仗！

说你说我 别再让小河流泪了 闵慧聪

记得儿时曾写过一篇《小河眼泪》

的文章，写的是家门前一条黑臭小

河。河水除了用来洗马桶外，连家里

的鸭子也不愿下河，都是“旱鸭子”。

然而，爸爸却告诉我，他小时候大家都

用河水洗衣洗菜，他还在这条河游泳、

摸鱼抓虾。

而我没有这般幸运，自我记事起

它便又黑又臭。我站在阳台上看着

它，它静得出奇，如墨色般的“身体”没

有一丝涟漪。爷爷说过去家里造房子

的砖头，就是沿着它运到家门口的，现

在它和外面的大江大河断了联系，淤

泥厚得行不了船了，它在一点点的消

失在毁灭。偶尔，黑色的河面上，能看

到白色的沫沫在漂浮，我想，那应该是

它的眼泪。

如今，我已长大成人，20年的光

阴，小河的眼泪依旧没有干，不过或许

不再是伤心之泪，而是希望之泪。它

的“兄弟姐妹”，都渐渐从“丑小鸭”变

成了“白天鹅”，它知道自己即将涅槃

重生了。

今年，全区的重点工作就是整治

黑臭河，许多河流在短短半年内，都干

净宽阔了，有的成了景观河、有的成了

生态河，鱼虾多了、水鸟多了，站在桥

上看景的人更多了。嘉定这座江南水

乡，又重拾起对水的恋恋。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孔

子在水边所发出的感慨，可以想象这

条河奔流不息的模样；“人不能两次踏

进同一条河流”如果赫拉克利特当时

所遇见的是一汪臭水沟，想必亦不会

有此番哲理。可见，一条波光荡漾的

河流，有时是多么有启发性，治水对于

教化嘉定而言，或许也大有裨益。当

看到嘉定一条条小河逐渐干净，在欢

欣鼓舞的同时，也有着隐隐的担忧，希

望整治的成果能长久维持下去，能经

得起时间的检验，别再让小河的泪水

流淌了。

不光要“河长”，还要“河员” 丁晓语

过去打开电视看新闻，经济

发展是绝对“主角”。这段时间无

论是打开手机还是电视却发现，

全市全区都在谈河道整治，让人

不由拍手叫好。不过我也有一丝

担心——整治干净的河道会不会

再走上污染的回头路？

别怪我多虑，我们村边上有

条小河，就这样反复过。小时候

河水清澈，下水摸蚌轻而易举，成

为当年的一道“野味”，但是自从

村里开了几家工厂，河水就开始

浑浊起来，下水摸蚌？那是跟“绳

命”开玩笑了。几年后工厂拆迁

了，镇里把河道清理一番，河水虽

说不如以前清澈，倒也恢复了“原

色”。但好景不长，隔壁村的河边

陆续搬来不少地下小作坊，又把

河水“染黑”了，进而也影响了我

们村边上的这条小河……村里的

大妈们看着在河里清污的小船挺

生气：“新排的粪缸——三日香！”

这一次，小河又被整治了，不

少过去因为嫌弃农村卫生环境差

而搬出去的村民回来一看，都会

惊讶地说：“竟然又干净了。”看得

出来，这次整治河道，政府从上到

下是真心实意、下定决心的。但

整治容易，保持却是一个更大的

难题。一方面，那些打“游击”的

小作坊、小工厂可千万不能让他

们再“回流”了，咱们的政府职能

部门必须时时刻刻盯牢把关；另

一方面，河道的日常维护不能落

下，小小的汽车都需要定期保养，

何况这么多条河道呢。另外，咱

们市民也不能做旁观者，看到有

人往河道里偷排污水的，打个电

话立即举报；自己家里的垃圾，也

别随手就往河里扔；“事不关己”

的想法，也不能再有，不然就可能

破坏了“大局”。听说最近都在实

行“河长制”，是个好办法，日常检

查看得到人、出了问题找得到人，

就不怕“踢皮球”了。

一声声的“竟然”，是咱们老

百姓对河道整治成果的肯定。但

更希望今后咱们在别人对嘉定河

道称赞的时候，能够自豪地说一

句：“那当然啦！”

河水干净起来？
请把“竟然”变“当然”

老白

专家观点

河长不是虚职而是责任

每天早、中、晚实地巡查河道，分

析水质变化原因并做好记录，发现异

常立即上报，劝阻居民污染河道的行

为……在菊园新区，有 28位“民间河

长”，日复一日地重复这样的工作。他

们有的是正在上班的员工，有的是退

休工人，不同职业、身份的他们牺牲了

各自的闲暇时间，投身到嘉定区河道

环境治理中。

尽管全区已建立起了区、镇、村

（居）三级河长名单，作为“民间河长”

的一员，笔者认为“民间河长”是“官方

河长”的有效补充，为的是请居住在河

道附近、对河道有感情的市民加入到

共同治理的队伍中去，当好监督员

——管好河道的日常；同时也是裁判

员——对治理的情况动态“打分”。

“民间河长”也是一次有益的探

索。整治黑臭河道不仅是政府的工

作，更需要全民共同参与才能实现。

目前，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嘉定的不

少河道情况已经得到了有效改善。尽

管如此，一些小问题依旧无法避免。

在日常巡查中，还会在河面上发现一

些诸如烟蒂、食品包装纸之类的细小

垃圾，行人随手向河内丢垃圾的现象

仍时有发生。由于行人流动性大，很

多时候发现了垃圾却已经找不到始作

俑者，有时虽能够当场目击行为发生，

但也因为垃圾已经入水，只能上前进

行教育。有的人会表示保证下次不再

犯，但也有人觉得“大家都在丢垃圾，

我偶尔丢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针

对这种现象，原因还得归结为部分市

民自觉保护环境意识的缺失。河道清

洁不能只依靠政府，事实上每一位普

通民众即使不是河长，也可以肩负起

河长的职责。而我们民间河长与老百

姓的距离最近，因此宣传环境保护，呼

吁人们自觉保护河道环境，也是“民间

河长”要肩负的使命。只有政府和全

民齐心协力、共同参与，才能让嘉定的

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让生活在这

里的居民们感受美好生活。

菊园新区民间河长 顾学麟

治河需要全民共同参与

一楼 枯叶蝶

对“河长制”深表支持，河水变脏，打个电话就有人接、有人

管，老百姓肯定高兴、欢迎。

二楼 海的对面

希望相关部门和监督媒体建立一个专门的网站，让网友能

够把举报的河流、治水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时上传，做到有图有

真相，方便监管。

三楼 铁木儿

河长虽然有责任了解并掌握分管河道的基本情况，但无法

从根源上解决企业偷排、养殖场关停、沿岸拆违等实质性问题。

河长们能起的作用，更多在于发现情况，及时向上反映汇报，但

治理举措是否到位，还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配合。

四楼 小鱼儿

这是好事，河道环境治理迫在眉睫，也希望每个人都能从自

身做起，积极、主动、自觉地保护身边的环境。

五楼 心意善念

感觉治理大气、土壤等环境问题，也可以效仿

这种制度，把工作分解、细化，同时下放一些权力，

让环境治理更精准、更科学。

⦾ 嘉定398名河长上岗，压实治水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