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一线

记者何芳芳实习生喻唯一通讯员何荣明

近日，有市民向本报《聚焦一线》栏目反映，新桥江、高桥江一带每到下雨天就有黑色的水体排入江中，是不是有企业偷排？

记者近日展开调查，发现新桥江、高桥江经过治理，水质情况与5年前相比大为改善，但市民所说的雨天排污现象确实存在，成因十分复杂。

市民反映：新桥江、高桥江晴天基本清爽，一到下雨天就有黑水排出

五年整治告别“黑臭河”
为何下雨天仍会出状况

原因主要有三个：管网设施落后，超出负荷；人口集聚餐饮店增多，不少店违规排污；源头及上游水流量过小
相关部门和街道纷纷表态：将从源头控制、河道治理两方面着手，遏制垃圾倾倒、启动雨污水管网应急改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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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桥江北起北渠泗洲闸，经泗洲
村白洋溪、观前村和高桥村新桥自然
村，流经水稻所桥进入富春街道流
域。

高桥江北起北渠受降闸，途经受
降村大树下自然村及高桥村下门、高
桥、新桥 3 个自然村，与新桥江汇合
后，流经水稻所桥进入富春街道流
域。

作为北渠泄洪通道，这两条江污
染 成 因 多 ，曾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黑 臭
河”，也是富阳“五水共治”第一批剿

劣对象。经过 5 年的整治，曾经垃圾
遍布、水质黑臭、令人掩鼻而逃的境况
一去不复返，一度没有鱼虾的两江如
今重新迎来钓鱼人群的回归，特别是
新桥江儿童公园段出现了杨柳依依、
绿水盈盈的美景。

但反映的市民说，新桥江、高桥江
晴天看上去是很好，但一到下雨天就
不行了，那些排水口总有黑水排出来，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触目惊心。记者
在照片上也看到了这一情形。

8 月 7 日下午，记者来到新桥江

公 望 街 段 南 侧 。 站 在 桥 上 一 眼 望
去，水清岸绿，仔细再看，江水几乎
没有流动，靠近桥底一侧的水较为
浑浊，水面有富营养化现象。随行
的治水办工作人员说，桥底有一个
排水口，市民拍到的黑水就是从这
里排出来的。

随后，记者来到新桥江新桥新路
段，紧邻丰田 4S 店。这里的水质肉眼
可见比前面那段差得多，江水呈凝滞
状态，靠岸一侧漂浮着油状物，水体富
营养化较严重。

一到下雨天，排水口就有黑水流出

在分析水质污染成因前，需先了
解新桥江、高桥江的治理史。

这两条江是北渠泄洪通道，一直
存在来水少、沿河区块基础设施落后、
污水纳管率低、河道配水不足等“硬
伤”。

两条江的水流向呈“Y”型，都北
起北渠，在新桥自然村汇合后，流入苋
浦。北渠的功能是防洪水，自然降水
通过北渠流到城外，缓解富阳城区的
排水压力，而新桥江、高桥江最大的水
利功能就是“泄洪”。它们不同于北渠
的是，只有当北渠超过水位警戒线时，
新桥江的泗洲闸和高桥江的受降闸才
会开闸放水，只有这时，新桥江和高桥
江的水才会充沛。为了弥补硬伤，这
几年来，富春街道、银湖街道和住建
局、城投集团都在各自职责内开展治
理工作。

新 桥 江 富 春 街 道 流 域 长 4 公
里。2016 年，该流域完成截污纳管、

污水处理点 14 个。生活污染源治理
方面，富春街道完成湖塍村、三桥村
等多个区块的生活污水截污纳管工
程，巨利股份经济合作社区块、赵家
埠区块实现雨污分流。2017 年 10 月
再次清淤。为解决日常管理中的问
题，富春街道流域聘请了两名专职
巡查员，每天至少对河道开展一次
全线巡查。

新桥江、高桥江银湖街道流域总
长度为 6.9 公里。银湖街道开展了高
桥集镇段生态整治工程，三年总投资
150 余万元，通过清淤泥、生活污水截
污纳管等措施，大大提升了集镇段水
域环境。

2016 年借助区级项目投资 1230
万元，开展受降闸下游高桥江综合治
理工程，开展源头两岸综合治理，搬迁
高桥江源头垃圾回收站 6 座，搬迁沿
河生猪养殖场 2 家，开展沿河企业排
污口整治工作。新桥江、高桥江银湖

街 道 段 沿 河 10 家 企 业 均 已 截 污 纳
管。

区住建局则牵头开展高桥江河道
排污口整治工程，做好污染源头管
控。85 个排放口整治基本到位。新
桥江河道排污口整治工程共有 102 个
排放口，已全部完工。

区城投集团（水务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接管全区范围内已竣工
的排水设施，成立了雨污水管网运维
办，采取边移交、边排查、边整改方
式，全面接收主城区相关雨污水管网
运维工作，其中包括新桥江、高桥江
管网。运维工作开展半年来，与 2017
年同期相比，总用水量下降的同时，
增加污水处理量 1 万吨/日，污水满
溢倒灌、渗漏及直排河道现象有所改
善。

经过多部门的努力，新桥江、高桥
江已摘除“黑臭河”的帽子，基本实现

“晴天零排放”的目标。

经过5年整治，已摘除“黑臭河”帽子

新桥江、高桥江的变化，老百姓看
在眼里。只是两江底子差、基础薄弱，
与全区其他流域相比，其治理成果远
不理想。

区城管局于去年 10 月成为新桥
江河长单位，该局向本报提供了一份
当前河道水体情况调查结果：源头生
态状况良好，但水流量小；上游水体
流速较快，水质状况良好，部分河面
有垃圾漂浮；中上游在综合管廊工程
附近出现浑浊，有污水直排现象，水
质开始变差；中游河面骤宽，水体流
速缓慢，多处雨污合流直排，河水呈
黄绿色；中下游至下游，河水浑浊度
进一步上升，部分藻类成片悬浮，水

体无异味，两岸生态情况良好。总体
来说，源头与上游良好，中游起呈富
营养化，水体生态受到影响但自净能
力尚可。

从检测结果来看，曾经的劣Ⅴ类
水质现在能达到Ⅳ类，属于水体轻度
富营养化污染。

区治水办负责人介绍，形成污染
的原因主要有3个：

一是源头及上游河水流量过小，
有时完全无水。特别是综合管廊工程
截断支流配水，水体流动更慢，几乎成
了死水。这个状况短时间内无法改
变。

二是原有管网设施落后，超出负

荷。以高桥集镇为例，管网建成 20 多
年，原有管道直径仅 30 厘米，年久破
损且缺乏规划。加上如今集镇规模不
断扩大，企业集中、人口密集，仅新桥
村就有外来人口 3000 多人，本地人口
才七八百人，生活污水排放量超出管
网截污能力。经过这几年的排污口整
治，虽能达到“晴天零排放”，雨天却
依然雨污合流直排入河。

三是沿河餐饮企业违规排放，污
染管网、河道。人口密集带来餐饮业
的发展，很多餐饮店要么排污设施不
规范，要么索性直排，前者对管网造成
损害，后者直接污染水体，两者最终加
剧污染。

现在水质能达到Ⅳ类，污染原因主要有3个

按照“五水共治”工作要求，新桥江、
高桥江的治理目标是Ⅲ类水，任重而道
远。

河长单位区城管局表示，将从源头
控制、河道治理两方面着手。在源头控
制上，每周巡查一次，日常发现问题及时
督促解决。加强对沿岸污染物管控，联
合其他部门对沿江企业、餐饮店违规排
污行为进行排查整治；严格执法，遏制建
筑、生活垃圾倾倒；维护好城区段河道保
洁，督促好其他段河道保洁。在河道治
理上，短期选择化学除藻和曝气缓解富
营养化，长期仍需依靠生态修复、管网改
造。

富春街道、银湖街道表示，在管网无
法提升的现状下，主要是继续加大巡河
力度，坚持每日巡查，有问题及时解决，
达到“河面无漂浮物、河道无杂物、河岸
无垃圾”的“三无”要求，确保“垃圾河、黑
臭河”不反弹。银湖街道表示，地铁沿线
区块搬迁、集镇搬迁是一次治理契机，一

方面减少生活污水排放压力，一方面重
新规划改造雨污管网，从根本上进行提
升。

区城投集团表示，雨污管网运维办
于今年 4 月委托第三方启动城区雨污水
管网排查工作，计划 3—5 年完成雨污水
管网脉络图，建立智慧排水管理系统模
型。同时按照轻重缓急、分批次实施原
则，计划启动雨污水管网应急改造工程
项目，目前已完成方案编制。针对部分
一体化泵站不能满足截污水量现状，将
开展摸底排查，结合 2018 年雨污水管网
应急改造项目，最大限度实施雨污分流、
提升泵站规模。

区治水办表示，新桥江、高桥江治理
难度大、耗时长，在此过程中欢迎市民共
同参与治水，一方面从自己做起，减少污
染物排放；一方面给予监督，发现水质污
染问题请拨打电话 61700357（区治水办）
或 61711821（富春街道）、63161350（银湖
街道）反映，相关部门将及时核实处置。

部门、街道表态：加大巡查和治理力度，启动雨污水管网应急改造

“我们是您的健康贴心人”专栏温暖“医”靠 温馨守护

周晓莉：“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庆祝“8·19”首届中国医师节

记者 邵晓鹏通讯员 杜琰萍

略胖的身材，短发，戴副眼镜，初看其貌不扬，但
爽朗的笑声，笑弯的眼角，一定会让你记住她。她就
是居民口中的“胖胖的医生”——永昌村家庭医生周
晓莉。

在永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二十余年，周晓
莉几乎走遍了永昌村的每家每户，而村里的老百姓
早把她当成自己的朋友，和自家亲戚一样。面对老
百姓，她总是乐呵呵地问：“最近血压怎么样？”“阿
婆，你要注意药不要忘了吃。”对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和同事的赞许，她也总是摆摆手说：“没什么，没什
么，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2017 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后，周晓莉与
690多位居民签订协议。面对居民的信任，她跑得更
勤了。某位糖尿病病人要验血糖，但上班早又不能
缺勤，她就早早地在病人上班之前给抽好血带到中
心化验，结果出来后再告知情况，分析病情，开展健

康教育。农村里居民有的上班早，还有的老年人习
惯早起看病，她就经常提前半小时坐在全科门诊为
病人服务。她还总是说：“我起得早，反正家里也没
事。”

通过团队的努力，2018 年，周晓莉又与 1000 多
位居民签订了服务协议，她总觉得肩上的担子沉沉
的，“我只怕我做不好，辜负了居民的信任。”

不少病人平时不一定说得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的好处，但作为家庭医生，周晓莉时刻不敢忘记自己
的职责和百姓的信任。家住永昌永桥的沈阿姨感觉
乳房不舒服，和家里人说了，但家里人也不重视，就
和周晓莉随口提了。周晓莉触诊探查觉得确实情况
不是很好，经过再三动员，沈阿姨做了乳腺 B 超检
查，基本确诊乳腺癌。周晓莉赶紧给沈阿姨在富阳
妇保医院预约挂号，并且帮助联系乳腺科专科医生，
告知情况。沈阿姨通过预约转诊至妇保院后，确诊
乳腺癌，立即住院手术治疗。经过治疗出院后，周晓
莉还带着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定期上门访视，目前病

人情况稳定。
还有个病人，平时大便习惯不好，有便血，近期

感觉异常，就来周晓莉处就诊，打算配支痔疮膏缓解
下症状。周晓莉详细了解了她的排便情况和出血状
况后，比较担忧，让她去做进一步检查。但病人怕检
查耽误功夫，并不情愿，周晓莉力劝她到上级医院去
做肠镜检查。经预约转诊到富阳第一人民医院后，
检查结果传来，病人被确诊为直肠癌，立即住院手
术。

周晓莉的辖区还有位老年病人，多次住院治疗，
出院回家后小便失禁，家人找到周晓莉求助。周晓
莉上门为她行导尿术，与家属沟通后，建立家庭病
床，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定期开展上门服务。

以上的这些例子，只是周晓莉签约服务过程的
一个缩影。在后续的服务中，面对百姓的需求和信
任，周晓莉带领团队成员一直默默无闻地付出。就
如周晓莉自己说的：“我很平凡，可能技术水平不够
好，但是我能付出的，我一定尽力！”

下雨天有黑色水体流出晴天水清岸绿，但细看水体流动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