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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49 天高水位运行，8 月 16 日 10
时，长江武汉关水位降至 24.98 米，退至 25
米设防水位以下。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决定于当日终止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武汉市今夏经历的多轮强降雨令人印
象深刻，据统计，今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6 日，
武汉降水量达 932.6毫米，比 1998年 6至 8
月的总降水量还多出了 64.6 毫米。武汉
城市 160 余处大面积内涝，公共交通、电力
中断，变成了“东方威尼斯”。

相关专家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城市内涝严重，岂能全怪天气？

地下空间面临“内外夹击”

客观地讲，近些年武汉市治水攻坚计
划还是有成效的。1998 年 7 月，在雨停 24
小时后，全城有近 20%的建成区仍然渍
水，且渍水持续多日才逐步退去。而除武
昌南湖部分地区外，今年武汉绝大多数渍
水点的渍水在当天基本退完。武汉市水务
科学研究院相关专家分析，这是因为这些
年武汉市排水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大。

其实，近些年来武汉市的治水步伐从
未停歇。2013 年武汉市启动了“排水三年
决战计划”。但是 3 年过去了，武汉主城区
内为何还是出现了严重的渍水？武汉市水
务局相关负责人说，“三年决战计划”虽然
改善了一些排水泵站和地下管网的排涝能
力，但处于大建设时期的武汉出现了许多
大工地，有些或者将排水管道掩埋，或者破

坏了管网。
此外，由于“重地上、轻地下”，导致排

水系统建设远远落后城市建设。有专家说
这是一笔经济账在作怪：城市排水防涝设
施建设投资巨大，要花地方财政的钱，且无
法像住房、水电、通讯等系统建设那样可以
快速收回投资。因而很多官员对不被计入
政绩的“地下世界”轻视敷衍，也就不足
为奇。

这样一种发展思路无疑是在透支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光鲜亮丽的地上世界，
往往经不起一场大雨的检验，在狼狈不堪
中现出“原形”，招致民意的普遍不满和
诟病。

不过，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教授洪亮平认为，“原有的城市管网建设
的确存在着一定问题，但把板子都打在城市
排水系统上并不恰当”。他说：“管网只是一
个输送的过程，更关键的是城市对雨水的存
蓄空间没了，这才是第一位的原因！”

近些年，城市硬化面积日趋加大，在建
设过程中还把原有的坑塘、湖泊、湿地等自
然生态资源都侵占、填埋和破坏了，下雨后
水就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尴尬，这无形中
加大了城市内涝的风险。

填埋湖泊阻碍排洪功能

洪亮平分析，“武汉发生严重的城市内
涝，一方面是由于填湖建楼造成城市内部
承载空间饱和，另一方面，外江水位高导致

的水无处可排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据统
计，目前武汉城区湖泊有 38 个，而在新中
国成立初期多达 127 个。为了发展，人们
向湖泊争夺空间、争夺资源，围湖造田、填
湖建城、拦湖养殖，如今终于尝到了苦果。

武昌城区的沙湖，曾是武汉市仅次于
东湖的第二大“城中湖”，被称为武汉市的

“城市之肺”。而如今，沙湖的面积仅有 50
年前的一半。不间断的填湖开发，把沙湖
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挤压，绿色的湖水被
黄褐色的土地掩埋。如今，在沙湖沿岸盘
踞着水岸星城、梦湖水岸、水云居等楼盘，
名字和“水”沾亲带故，虽然均价达到 1.1
万元每平方米，但仍旧十分抢手。

被无止境的开发浪潮吞噬的，何止是
沙湖。更多的无名湖泊，在默默无闻中消
失。许多有着以湖为名的地方，如杨汊湖、
范湖等，只空留地名，不见湖影。这些能够
对雨水径流起到调节作用的河湖、坑塘、湿
地、沟渠、低洼地已经变成了城市建设用
地，对雨水径流的调节、蓄滞作用丧失。

洪亮平说：“要科学解决城市内涝，从
源头上要减量，中间加大管网的输送能力，
末端还得有地方承载。理想状态下，应当
有梯级的蓄滞排水系统，有先有后有错峰，
这样才不会把水一下都排到受纳水体中。”

未雨绸缪更须尊重自然

在夏天的强降雨和防洪抢险过程中，
武汉市东西湖区有临江、临湖堤岸线近

100 公里，防汛任务艰巨，但它却是武汉市
唯一没有出现溃堤险情的远城区。

原因何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委宣传部
部长章建育介绍，近几年该区先后投资 10
多亿元，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改善地下管
网、水网，提高防洪排涝能力。她建议，应
当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同时继续加大
投入，持续改善城市水网、排水条件。

海绵城市理念因其注重城市对雨水的
自然吸纳、蓄渗和就地调节而被称为“绿色
思路”。“海绵城市的建成并不是一朝一夕
的。”洪亮平告诉记者：“目前武汉只选择了
38 平方公里进行试点建设，还没有完全完
工，并且整个城市要升级为海绵城市，也不
是一两年内就能做到的。”因此，如果拿本
次武汉的洪涝灾害来怀疑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工作的成效，是站不住脚的，恰恰证明了
海绵城市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究竟该如何让城市走出“积水潭”？“增
加城市的自然调适能力非常重要。”武汉市
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吴永保说。

“建设海绵城市，不能仅仅理解为铺些
透水砖、修几个蓄水池、建几块下凹绿地，
而要让山水林田湖这些‘大海绵’真正发挥
作用。”在吴永保看来，在建设用地选择上，
要尊重自然和原有地形，把一些低洼地、河
湖湿地等保护好，科学划定界限严加管理；
在小区建设中也不能随便改变原有地形，
应把低洼地区作为调蓄空间来使用；此外，
建立区域雨水排放管理制度也尤为重要，
明确区域排放总量，不得违规超排。

每当汛期有城市被淹，青岛就会被拿
出来说事。请看网上已经流传了 N 年的
这番话：“德国人一共在中国青岛待了 17
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先把下水道给
修了。100 年以后，全中国人都看见了：一
个从来不淹水的青岛！”

德国的下水道真的这么神奇吗？青岛
真的不怕淹吗？《经济日报》记者近日在青
岛进行了深入探访。

“德国造”值得借鉴

顺着青岛栈桥海岸线往东走约 5 米，
可以看到一个呈拱形设计的暗渠，高度约
2.5 米，宽度约 3 米，一个成人可以轻松出
入其间，这就是一段当年的“德国造”下水
道。其以混凝土浇筑而成，虽然两侧有海
水侵蚀和贝类附着，但总体基本完好。前
行 20 余米，左侧出现一个约两米高的支
道，构造与干道相似。行进中还会见到检
修用的竖井，竖井的上方便是留着两个撬
启孔的铸铁井盖，青岛人称作“古力盖”。

“德占时期的排水建设理念比较先进，
管网的建设质量比较高，为我市实现污水
全收集、全处理打下了较好的基础。”青岛
市市政公用建设中心副主任黄绪达告诉记
者，“现在我们的雨污合流管网都是四四方
方，而德占时期的雨污合流管网类似‘鸡蛋
形’。这种设计的好处是遇到强降雨时，水
流可以将底部的污水杂质带走一部分，减
少管网被杂质堵塞的可能性”。

虽然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但外国侵
略者占领我国领土并非是为了搞建设，在
城建方面也有一些欠佳之处。据介绍，德

占时期青岛建设的排水管网只有 80 公里，
后来随着城市空间不断发展，排海路径不
断延长，城市建筑不断增高，人口密度不断
增大，用水量成倍增长，原有的污水管网已
经无法适应城市排水需求，且超期服役、破
损严重，目前绝大部分已经翻建为大口径
的新管网。“德占时期排水管现存部分共约
2.66 公里，长度不足市内三区排水管道总
长度的千分之一。所以，说青岛不怕淹是
得益于德国人占领青岛期间修建的排水系
统，这种观点有失偏颇。”青岛市城乡建设
委员会主任陈勇认为。

雨污分流理念先进

“德国造”下水道虽然对青岛不怕淹作
用微小，却对青岛后来的城市地下管网建
设影响很大。“德国下水道建设的重要特点
是雨污分流，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理
念。即使 100 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还有一
些城市没有做到。”青岛文史专家鲁海说。

下水道雨污分流，是在青岛城市建设
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根据史料记载，青
岛最初并没有考虑污水排放，粪尿由工人
上门清运，耗时耗力。胶澳当局于是“计划
将来把家庭污水与雨水分离并由下水道排
走”。1905 年，两个污水泵站、压力管线及
集水池建成投入使用。

近年来，青岛市充分采用雨污分流设
计理念，目前中心城区已建成污水管网
3350 公里、雨水管网 3352 公里，基本保证
大雨以下级别降雨不积水。记者来到紧邻
青岛奥帆中心的南京路雨水暗渠，这里是
青岛东部新城区最重要的一处雨水排海

口，共有 3条暗渠的雨水汇集进入大海。
“管网雨污分流模式，能确保强降雨时

污水不排放以免影响泄洪，也确保雨水管
道不会被污水杂质堵塞。”黄绪达说：“青岛
市后来新建、改建排水管网中，97%都采用
了雨污分流模式，在全国处于领先。”

难被淹并非不怕淹

即便是雨污分流模式走在全国前列，
青岛很难被淹，但也仍然不敢说不怕淹。
陈勇告诉记者：“其实青岛并不是不怕淹，
遇到风暴潮与强降雨叠加、台风过境或天
文大潮，防汛压力也非常大。”当然，大多数
情况下，青岛降雨时空分布是相对均衡的，
而且很多时候偏干旱。

同时，自然地理环境也帮助青岛“自
动”排水。青岛是典型的山、海、城一体的
滨海城市，主城区依山傍海，三面环海，

40%以上地形为丘陵，这种特殊地形可以
让降雨很快进入大海。

不过，青岛在应对强降雨的准备上依
然不敢怠慢。为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
雨，青岛市建立了排水预警响应、雨中巡查
处置、雨后评估的排水防涝工作机制，每年
汛期前即提前组织开展河道、明沟、暗渠清
淤。降雨时，组织车辆、设备、人员定点盯
防，沿路巡查，确保重点部位排水防涝工作
有序进行。“比如，遇到天文大潮，一些古力
盖会被顶开。我们会在下方安装防坠网，
防止人员和车辆等坠入。”陈勇说。

近年来，青岛市还加大了河道整治力
度，中心城区主干河道防洪整治全部完成，
支流河道防洪整治率约 80%，防洪能力按
20 至 50 年一遇标准设计，提高了河道行
洪保障能力。“我们正在将海绵城市建设与
城市排水相结合，以更大的力度防止城市
内涝，修复城市生态。”陈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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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一场雷阵雨
降临京城。北京市防汛办工
作人员和媒体记者“扎堆”的
微信群中热闹起来。“密云什
么情况，怎么持续发布红色
预警？”“灾害预警为何变成
黄色了”⋯⋯记者们的问题
像连珠炮一样扔出来，群中
的防汛专家立刻回复：“12
日 8 时至 12 时全市雨量监
测站平均 10.2 毫米，最大降
雨量是密云穆家峪的 169.9
毫 米 ”“ 群 众 已 安 全 转
移”⋯⋯

在汛期，这种在微信群
中的即问即答已经成为一种
常态。“北京防汛，从来都无
小事。”2012 年 7·21 特大暴
雨后，北京市重新制定了防
汛应急预案，建立了“1+7+
5+16”的防汛应急体系，市
防汛指挥部下设 7 个防汛专
项分指挥部、5 个流域防汛
指挥部、16 个区的防汛指挥
部。这座特大型城市正“以
百分之百的准备，应对百分
之一的可能”的态度，用精细
管理织就一张安全网。

从 6 月 1 日起，北京市
防汛指挥中心会商室每日例
行防汛会商。各单位各司其
职：市排水公司及各分公司，
确保机场、下凹式立交桥及
重点积水路段一旦出现排水
不畅情况能快速除险；住建

部门监管在建项目的防风防汛及城区老旧危险房屋
的防雨防涝；有关区防指及旅游部门重点关注和抓
好泥石流灾害易发区、京郊旅游景点等防汛避险工
作⋯⋯从预案到应对措施，精细化管理强化到位。

北京市防汛办常务副主任王毅表示，“北京建立
完善了市各级防汛指挥部门上下联动、统一调度指
挥的防汛工作机制，确保了防汛安全，走出了一条符
合北京实际的防汛排涝、除险避灾路径”。

“过去 3 年里，北京治理了中小河道 174 条、
1460 公里，防洪标准提高到 20 年一遇，这使城市的
防洪能力大大提高。”北京水务局副局长潘安君表
示，不断完善的水利工程设施，为城市防汛提供了

“硬”支撑。
今年汛期前，北京已经升级改造 85 座泵站，排

涝标准提高到 5 到 10 年一遇。重点对一些重要道
路上的下凹式立交桥区的泵站进行了升级改造。全
市建成雨水利用工程 1178 处，综合利用能力达
3200 万立方米，相当于建设了 16 个昆明湖。以蓄
洪能力 700 万立方米的西郊砂石坑蓄滞工程为例，
很大程度缓解了中心城区河道的排洪压力。

有了“硬”支撑，面对汛情，管理者有了科学调度
的空间。今年7月，北京经历了一场让人难忘的大暴
雨。市防汛指挥部将预警和提示信息通过全网短信、
网络、电视台、电台等渠道广泛发布，得到市民的配合
与支持，20 日早高峰交通流量下降了 20%。北京还
充分利用水库、河道、闸坝调蓄洪水，确保排水畅通。

北京近几年总结经验教训，整合全市防汛工作，
新建了防汛指挥中心、会商系统及防汛综合指挥平台
等信息化项目，整合了会商研判、预报预警、调度抢险
等业务支撑，市防指优化了指挥部各成员单位间协同
指挥方式，提高了指挥决策能力和服务公众能力。如
今，全市中心城区重点积水点、下凹式立交桥以及乡
镇防汛重点地段均可实现网上会商研判。大数据和

“互联网+”已经成为确保首都防洪安全的科技利器。

武汉：何日走出“积水潭”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青 岛 ：雨 污 分 流 防 内 涝
本报记者 刘 成

北京

：精细管理保平安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每当汛期来临，总有不少城市

在风雨中“凌乱”，局地甚至出现严

重内涝。“海景城市”打乱了城市运

转秩序，也对市民的生产生活造成

诸多不便。

主汛期已过，对于城市管理者

来说，需要痛定思痛，多方面下大

力气提升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措

施、补足短板、消除隐患，尽快提

升城市防汛能力，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当下一个汛期到来之

际，让市民少些看海的“惊喜”

7 月 20 日，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的工作人

员在检查路面水情。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告别“海景城市”建设“海绵城市”

上世纪初德国占

领时期修建的排水管

道，位于青岛市安徽

路附近。

（拼图照片）

☜ 7 月 19 日，行

人在河北省邯郸市街

头涉水出行。今年夏

天，我国多地遭遇强

降雨天气，部分城市

内涝严重。

☞ 7月24日，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出现短时暴雨，却未出

现路面渍水、内涝等景象。这主要是因为沣西新城是全国首批

“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区，有效防止了逢雨必涝、旱涝急转的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