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对于南明河“除臭” 工

作，“水要清” 则需要多步骤

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这涉及南

明河的 5 条支流———从上游

到下游分别是小车河、 麻堤

河、小黄河、市西河和贯城河。

当天，记者从甲秀楼沿上

游行走至雪涯桥处，这里是支

流市西河与南明河交界处，也

是过去被人们称为“阴阳河”

的所在地。当天从市西河汇入

的水体一改过去浑浊、 污黄，

水质清亮了许多。

“过去从这里开始，南明

河河水以‘阴阳河’的形式呈

现，河水表现为‘南清北浊’

的外观。 ” 周福波说，这是因

为市西河沿线有企业偷排污

水， 严重污染了市西河水质。

因而市西河在交界处汇入南

明河后，南北水流造成了“南

清北浊” 。 现在，经过对市西

河清淤疏浚、景观亮化和水生

植物种植等工程技术，水质整

体比过去清亮。

特别是在沿河转弯处增

设的生态驳岸，这些水生植物

不仅可以提高水体溶解氧和

增加水体生物活性，强化河道

自净能力、培育河道自我修复

功能、实现水清景美的滨水环

境，而且还为白鹭等鸟类提供

了食物和栖息场所，让南明河

变成了“有生命的河流” 。

“你们看，如今市西河里

已经长出了水草。 ” 周福波

说，“市西河里长出水草，说

明水正慢慢活了起来。 ”

相对于南明河和市西河水

质总体稳定的情况，贯城河的

开展情况则较为缓慢。 记者在

沙河桥看见，贯城河两岸虽然

已经修建了排污管道，但是河

底的淤泥正散发出臭味，河道

里还有细微流动的污水。

来到贵医天桥处，记者看

见此处河段并没有流动的污

水。 “贯城河内少量的污水，

是由于沙河沟处水量大时，污

水越过挡板流入河中的。要完

全处理好该问题，需要等贵医

污水处理厂、六广门污水处理

厂修建好后，才能解决这个问

题。 ” 贯城河项目的负责人宋

进宝解释说。

随后，记者翻查了《南明

河治臭变清攻坚工作实施方

案》，根据该方案，南明河水

质变清主要涉及 4 个方面的

内容———加速推进污水处理

厂建设，加快 19条大沟治理、

完善干支流截污系统、建设上

游生态修复工程。

在污水处理厂建设上，记

者在六广门体育场看见，这里

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六广

门污水处理厂与贵医污水处

理厂属于下沉式污水处理厂，

日处理量分别为 12 万吨和 5

万吨， 污水处理过后将达到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一级 A标。目前，六广门

处于地质勘探阶段，贵医污水

处理厂工程目前处于征拆阶

段， 预计明年底完工投入使

用。

此外，所涉及的金阳三期

污水处理厂经与贵阳市规划

局、土储等部门对接，确定利用

金阳污水处理厂现有办公区用

地，并向西征收土地作为项目

用地。 二桥三期污水处理厂用

地范围属于二桥污水处理厂用

地红线范围内，已进场动工。花

溪三期污水处理厂选址经复核

符合贵阳市污水处理厂规划，

项目用地范围属于花溪污水处

理厂用地红线范围内，已具备

动工条件。 以上污水处理厂项

目已陆续进场，预计 11月全面

开工，确保各污水处理厂项目

2018年 10月完工。

在 19 条大沟治理方面，

目前已完成贵棉大沟和虹桥

大沟治理方案。 其余 17 条大

沟正进行物探，完成物探后将

编制设计方案。

小黄河生态工程方面———

小黄河生态多级沉砂、 拦渣及

生态护坡工程方案已于 10 月

18日通过指挥部专家会议，已

按专家意见完成方案修改。

“现在河边基本没了异

味。 ” 家住省委宿舍、已经退

休 7 年的许阿姨，每天早上都

会沿河走一走。 许称，尤其是

近几个月，就算经过截污沟的

排水口，也基本闻不到异味。

许阿姨说的排水口， 指的

是南明河上的 19 条排污大沟

之一。其中，甲秀楼至水口寺这

一段就有 3条排污大沟———分

别是市东大沟、阳河大沟、虹桥

大沟、团坡大沟。而许阿姨经常

路过的便是位于甲秀楼牌匾处

左侧的市东大沟。

11 月 10 日早上 10 点左

右，记者来到市东截污沟排水

口处，正好看见清掏疏浚小组

的人员正弯腰进行常规清淤

工作，一袋袋淤泥从排水沟中

打捞后装入尼龙编织袋，整个

过程闻不到丝毫异味。“市东

大沟的污水主要来自于省委

宿舍区和蟠桃宫片区居民生

活污水。我们在加强除臭设备

维护管理、对截污沟的清掏实

行常态化后，基本闻不到异味

了。 ”贵州筑信水务公司的工

作人员周福波向记者介绍说。

据了解，目前甲秀楼至水

口寺这一段已经安装了 5 套

河道空气净化（除臭）装置和

2套生物除臭设备，设备 24小

时运行。 其中，每套河道空气

净化（除臭）装置处理污水臭

味能达到每小时 2000 方，能

在极短的时间内氧化、分解甲

硫醇、氨、硫化氢、醚类、胺类

等污染臭气因子。在打开有机

挥发性气体的化学键后，最终

生成二氧化碳和水等稳定无

害的小分子，从而达到净化空

气的目的。 而团坡桥、水口寺

安装的生物酶除臭装置，每小

时的处理量分别可达到 8.25

万方、9 万方， 可以搜集处理

河道两岸 2 到 3 公里远的臭

气。

但不管是离子还是生物

酶的除臭方式，都经过了贵阳

市环保部门检测达标后方才

进行排放。 而且，工作人员每

个月还会定期对除臭设备进

行检修维护、清洗。

另一方面，市水务局针对

之前在摸排自查中发现臭味

溢出的问题，在各排污大沟出

口处进行了拍门密封、装饰工

作。 目前，南明河沿线已完成

解放桥至红岩桥两岸 12 条排

污大沟及 60 处排水口拍门臭

气密闭改造。 “此外，我们还

对解放桥至红岩桥两岸 98 处

截污沟检查井进行了臭气密

闭改造。 ” 将以前木质的检查

井盖全部更换为石材质料，并

且还在石材内侧又加盖了一

层胶皮。 这样“双重处理” 的

目的一方面有效避免了异味

从缝隙处溢出，另一方面也与

周边的步道景观更为协调。

“从长远考虑，我们还将

继续完善对主干支流的清淤工

作。 ”周福波说，除了现在已经

完成南明河核心段清淤共 20

处，完成麻堤河清淤 51000方，

小黄河已完成淤泥测量工作

外，下一步还将完成 19条排水

大沟的清污分流改造。

A

除臭“三步走”

近期目标结合长远打算

“隔水樵渔亦几家，缘

冈石路入溪斜，松林晚映千

峰雨，枫叶秋连万树霞” 。这

首出自于王阳明的诗，描摹

出 500 多年前的甲秀楼前、

南明河畔的美景。 如今，南

明河畔的美不止于 “静” ，

更在于“动” 。 常见的诸如

麻雀、白鹭，稀罕的诸如灰

头麦鸡、苍鹭等鸟类开始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南明河不

同的流域，为这波碧水增添

了勃勃生机。

“鸟都是有灵性的，水质

变清变好了，它们就喜欢来这

里嬉戏觅食。 特别是天气越

好，飞来的鸟就越多。 ” 在一

中桥上，每天来遛鸟的于师傅

有时还会特意揣上一些鸟食，

看见喜欢的鸟类就会撒上一

把。7月、8月，贵阳进入夏季，

于师傅还会邀请省外的朋友

来贵阳游玩，和朋友们在河边

走一走，看一看，留下一张张

见证友情的照片。

有了活水，岸上的美景也

要持久。 为此，市水务局河道

管理处编制了 《南明河新桥

至甲秀楼两岸滨河道绿化花

池补种补植项目实施方案》，

让沿河两岸四季有花，物种多

样。 目前，甲秀楼至南明堂翻

板坝两岸共种植有比利时杜

鹃、木春菊、美女樱、银炬小腊

球、 金边苍蒲等共计 16 种植

物，约 3.99万株。

同时，河道管理处还加大

了对沿河的日常管理，加强了

对河道沿岸滨河道、 绿地保

洁、河面漂浮物打捞、沿岸设

备维护等多方面的管理。这段

时间以来，一方面就其沿河核

心河段、市西河、贯城河等干

支流出现的问题进行仔细摸

排，针对排查中发现河道沿岸

人行步道石板破损、部分护栏

遭到破坏、 垃圾乱堆乱放、拍

门设施破旧、暗沟臭气跑漏等

问题， 严格制定整改措施，按

照“严要求、高标准” 立即进

行处置和整改。

另一方面，则对基础设施

设备进行维修维护。 目前，已

完成修建花池挡土墙 3100

米， 完成解放桥至红岩桥段

左、右两岸石栏杆、铁栏杆清

刷 14450 米，完成花坛挡土桩

修建 1492 米， 花坛加高及修

复 68米，线路整理、固定 1775

米， 地砖修复、 更换 2308.66

平方米， 隧道清理、 粉刷 743

平方米， 安装防腐木椅 141

个，完成隧道清理、修复、防水

层 880平方米等工作。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

配置完善河道两岸功能设施，

改造建设环卫休息室、警务室

等功能性用房。 ” 河道管理处

的负责人表示。

水，凝结着一个城市的灵

气。南明河作为贵阳人的母亲

河， 在历经多年的治理后，必

将重归本真。 而贵阳人，也终

将迎来南明河清水环绕、人与

水共生共长的这一天。

（本报记者 汤利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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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百日治理”

潺潺南明河 水清岸绿满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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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道是城市的血脉，是活力之城的基石。

南明河，亦载负着贵阳人对这座城市的热爱。

河畔边散步、夜跑，树荫下纳凉、聊天……原本属于老辈贵

阳人儿时的回忆，如今这些美好不再停留在记忆中，碧波清水

再次回到了我们身边，将再次浸润着贵阳的下一代成长。

这些， 与贵阳市委、 市政府的重视分不开。 今年 8 月 16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再勇上任不到两周，就先后两次对南

明河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进行调研并提出重要指示，表明了市

委、市政府对民生之水的重视。至今，恰好 100天。贵阳市南明

河指挥部、贵阳市水务局在这 100 天整治过程中，实行精细化

管理模式，围绕“除臭” 、“水清” 、“景美” 做文章，把握细节、

紧盯过程，一幅清水潺潺、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又重新映入人

们的眼帘。

水清“四步走”

从支流“水要活” 开始着手

美不胜收

花红柳绿两相依，白鹭苍鹭来觅食

张志红 摄

张志红 摄

徐其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