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

到海不复回。”黄河由府谷县墙头村入陕，一

路向南，至潼关折向东出陕，全长 719 公里。这

一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陕西乃

至全国都十分重要。

近日，记者随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采访

团赴陕西采访，经西安、渭南、韩城、延安，从支流

到干流，一路沿黄河北上，绿色满山川。经过这

些年的努力，陕西绿色版图向北延伸了 400 公

里，植被覆盖度达到 60.68%，年均入黄泥沙量从

2000 年之前的 8 亿多吨降至 2.7 亿吨。

“人进沙退”、由黄变绿何以实现？水沙怎么

平衡？探寻陕西黄河治理轨迹，对黄河流域实现

高质量发展将大有启发。

“一河一策”治水兴城

黄河流域陕西段承担了全省 83%以上工业

用水和 78%以上生活用水，污染防治任务重。“十

三五”以来，陕西分区域开展了渭河、延河、无定

河、北洛河、清涧河、仕望河、泾河等流域水污染

防治，“一河一策”精准治理。

渭水河畔，绿意盎然。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

流。在渭河、沣河、泾河穿境而过的陕西省西咸新

区，随坡就坡、随湾就湾的滨水生态景观带，像一

条五彩绸带，蜿蜒曲折地铺设在渭河边上。位于

西咸新区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周边 1500 亩的

新渭沙湿地、2000 多亩的涝渭湿地和 5000 多亩的

渭滨湿地，尽显生态之美。陕西最大的孵化器和

科技成果转化“特区”——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也

落户于此。从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到中深层

无干扰供热、装配式建筑、合围式巨构等，创新城

市发展方式的诸多理念在创新港这个美丽小镇集

中应用，处处散发着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气质。

西咸新区沣河金湾有一座全指标水质自动监

测站，用于监测沣河入渭断面水质。通过更新升

级仪器，该监测站拓宽了水质自动监测的检测因

子种类，可对特征污染物进行有针对性的监测。

该监测站管理者王团安介绍，监测内容涵盖常规

五参数（pH、溶解氧、水温、电导率、浊度）、总磷、

总氮、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流速、水位 11项。

走出水质监测站，顺着步道来到沣河边上。

“别看这里现在是公园，多年前到处都是垃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沣河水质特别差，简直就是

一个排污沟。”王团安是地道的陕西人，从小在沣

河边长大。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沣河综

合治理工程启动，这里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

飞鸟掠过水面，碧波荡漾；岸边休闲公园里，

绿道伸展。这条绿道由渭河，灞河及其支流浐

河、库峪河，沣河及其支流潏河、滈河，以及秦岭

环山带组成，称为“三河一山”绿道网络，是西咸

新区践行全域治水理念

的生动写照。沣河入渭口、

伊人广场、沣河生态湿地公园等，

一大批河湖综合治理亮点不断刷新城

市“颜值”。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这里发现的

鸟类有 37 种。“生态环境有没有变化，鸟儿最知

道！”站在西咸新区沣河入渭口眺望远处，西咸新

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军前感慨地说。

滨河大道上新建的灞渭桥颇有汉唐古韵，气

势恢宏。它是西安渭河生态景区一个重要地

标。2008 年 10 月，渭河西安城市段综合治理工

程在陕西率先开工建设。“针对渭河综合治理工

程资金需求大的实际，我们在依靠国家支持的同

时，加大资金筹措力度，拓宽融资渠道。”西安市

渭河生态管理中心主任侯婧昕告诉记者，西安城

市段采用融资代建方式建设，将渭河综合治理工

程建设范围内的土地未来收益作为偿还贷款来

源，着力开展融资贷款工作。

堤路林结合、乔灌草搭配、花竹藤点缀，看似

融合天成，实则精心设计。渭河综合治理堤防工

程变身开放的生态景观区，成为骑行爱好者的打

卡之地。“今年这一带的变化特别大，骑行一路，

美景尽收眼底。”今年 51 岁的任小为经常在西安

市内骑行，每次骑到灞渭桥都会停下来拍照。

“渭河入黄河断面达到Ⅱ类水质，创近 20 年

来最高水平。”这是 2020 年陕西省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的最新监测统计结果。针对黄河流域，陕西

省 2020 年排查黄河流域排污口 3026 个，完成 105

个问题排污口整治，力争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修复生态筑牢屏障

奕奕梁山，夏阳古渡。在夏阳瀵湿地生态修

复实验区，芦苇在微风中摇曳，诉说着生态之变。

“以前这里有许多私自挖建的鱼塘、莲池，还

有临建的管护房等，加之附近村民生活垃圾、建

筑垃圾乱倒，整个湿地面目全非。”渭南市合阳县

自然资源局局长姚旺辉告诉记者，由于承包关系

混乱，这里曾纠纷不断。

“还芦苇、还湿地、还水面”。2015 年底，合阳

县开始实施湿地植被恢复、鸟类栖息地生态修复、

湿地环境治理、水岸修复等工程措施，将区域修复

成游禽栖息地、候鸟迁徙驿站的近自然湿地。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

治的症结所在。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

工程，是减缓黄河下游淤积的重要举措。

从夏阳瀵出发，乘车 20 分钟就到了韩城市

沿黄生态林带建设姚家庄示范点项目。黄河在

韩城流域以禹门口为界，上游为峡谷河道，下游

河道宽阔，平面形态呈喇叭状。沿黄生态林带建

设项目主要对黄河沿线土崖荒坡荒沟、入黄支流

峪口等宜林区域，按照“宜林则林”方式，解决水

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问题，构筑绿色屏障。

黄河小北干流韩城段属于无堤防河段。据

了解，自 1990 年以来，河势由东岸逐年向西岸摆

动。河道主流常年侵蚀河岸，造成高岸持续坍塌

后退，农田被毁。梁带村段、河渎村段就连续发

生多次高岸崩塌，安全隐患长期存在。

“依托全省沿黄生态防护林提质增效

和高质量发展工程、山水林田湖草项目以

及水保项目政策支持机遇，我们继续实施黄河沿

线生态林带，固沟保塬、坡耕地等项目。”韩城市

林业局局长文继维说，黄河西岸高岸防护工程正

在加快推进。

“陕西的水保治理是一个不断探索和进步的

过程。”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

展研究院副院长方兰表示，陕西经历了由被动治

理到主动治理与预防监督相结合，从单一措施的

局部治理到以小流域为单元，生物措施、工程措施

与水保耕作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过程。

方兰说，陕西的水保治理目标已经由单纯的

水土流失控制趋向以生态效益为中心，治理与经

济开发相结合，在绿色生态中追求高质量发展。

地处黄河中游西侧的合阳县，光照、海拔等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是葡萄生产优产区。在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合阳葡萄试验示范站

带动下，葡萄产业已经成为合阳县支柱产业。“合

阳冷棚红提”品牌价值高达 5.98 亿元。

“产业发展了，群众致富了，思想觉悟提高

了，保护变成自觉积极的行动，形成良性循环。”

合阳葡萄试验示范站负责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葡萄酒学院副教授张宗勤认为，沿黄各地要探索

适合当地的高效产业，保护与发展并举。

在韩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龙门镇，卧有一

条“钢铁巨龙”——始建于 1958 年的陕西龙门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走进厂区，却难见热火

朝天的生产场景，厂中公园景色宜人。

“我们这里是‘出铁不见铁、运料不见料、行

车无扬尘、空中无污染、废气超低排、固废全循

环、废水零排放’。”龙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刘安民说，作为陕西省钢铁产业发展振兴规划扶

持的国有重点钢铁企业，龙钢公司目前是全国第

二家在线生产的 AAAA 级钢铁工业旅游景区。

矿区生态再造、重点水源保护、城市生态环

境整治、水土保持生态长廊、淤地坝除险加固、生

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支持服务

体系建设，这八大重点工程聚焦生态治理的重点

难点，多点结合持续推进，为陕西生态环境改善

注入活力。

造林还林“拴牢”沙地

“陕西的水土保持在全国一直举足轻重，可

以说，黄河治理的根源在中游，中游的重点在陕

西，陕西的关键在水土保持！”延安市宜川县副县

长曹红星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其中最主要

的就是生态治理。

以前的晋陕峡谷，到处是光秃秃的岩石，黄

土裸露，植被稀疏。土层浅薄、土壤贫瘠怎么

办？气候干旱、缺水怎么办？宜川县的造林人总

结出四条经验：砌垒石坑、回填客土、栽植大苗、

引水浇灌。这样的造林方式，突破了石质山地无

法实施人工造林的局限。

丽红专业造林队是宜川县石坑客土造林的

专业造林队之一，由一群热爱造林事业的农民组

成。他们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参加植树造林。从

2004 年开始，丽红专业造林队负责人王永红就带

领队员们翻山越岭在悬崖种树，一干就是 17 年。

“山势陡峭，我们就用绳索把人吊在悬崖峭

壁上挖坑、填土、栽树。为解决土层浅薄问题，经

常是背土上山，填入坑里。”王永红说。他们零事

故、高质量完成了石坑客土造林 5000 多亩。

椿树峁造林示范点是近年来实施晋陕峡谷

绿化工程的一个示范点。该项目是 2014 年由

“三北”防护林工程资金与宜川县财政资金捆绑

实施的一个项目，共栽植 1.5 米侧柏 18000 余株。

“二三十年前，这里满眼都是荒山，也就是

你们印象中黄土高原的样子，一到大风天，黄沙

漫天，一到雨天，流失的黄土源源不断输入黄

河，‘一碗水半碗沙’就是形容以前的黄河。”曹

红星说。

“穷山恶水”如何变成“青山绿水”？治沙！

正因有像王永红他们一样的造林人不畏艰难、扎

根黄河沿岸植树造林，才有了眼前的一片林一片

绿，年入黄河泥沙量大大缩减。

在植树造林的同时，宜川县鼓励村民发展苗

木产业，共培育苗木 6000 多亩，其中珍稀资源苗

木白皮松 2000 多亩。这些年，延安退耕还林还

草 1077 万亩，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

封山禁牧从吴起始，退耕还林从延安走向全国，

实现了“退得下，还得上，能致富，不反弹”目标。

20 多年来，延安从原来的“黄马甲”变成了

“绿马甲”，植被覆盖度由 46%提高到 81.3%，年入

黄河泥沙由治理前的每年 2.58 亿吨降为 0.31 亿

吨，降幅达 88%。山川大地由黄变绿，稀有物种

由少变多，百姓也由穷变富。“希望尽可能把黄河

沿岸生态脆弱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补偿范围，提

高群众造林、护林、营林积极性，促进恢复自然生

态。”宜川县林业局副局长郝云峰说。吴起县退

耕还林展馆馆长刘广亮坦言，吴起县是“浅绿”不

是“深绿”，建设美丽吴起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

还需要加大生态修复保护的投资力度。

加强立法护航生态

黄河流域“重在保护，要在治理”。陕西黄河

流域国土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省的 65%和 76%，

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

题长期存在。开展黄河保护立法是统筹推进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已 将 黄 河 保 护 立 法 列 入

2021 年立法工作计划。国务院对黄河保护立法

起草工作也作出专门部署。今年 6 月，国务院办

公厅公布国务院 2021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其中

包括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黄河保护法草

案。水利部就黄河保护立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通过黄河保护立法作出系统性、整体性制度

安排，以增强黄河流域保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依法解决黄河流域陕西段面临的水土流

失、支流污染等问题，近年来，陕西省不断加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立法。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刘小燕介绍，本届以来，制定修改省地方性法

规 32 件，审查批准设区的市法规 43 件，涉及黄河

流域生态治理和修复、河道整治和水土保持、污

染防治和高质量发展、黄河文化传承和保护等。

聚焦“山青、水净、坡绿”，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连续 4 年开展执法检查，先后依法监督以汾渭平

原涉及区域为重点的大气污染防治，以黄河、渭

河及汉江、丹江流域为重点的水污染防治，以及

全省范围的土壤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每年依法听取省政府上

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保目标完成情况报告时，

将黄河流域污染防治作为重要内容。通过加强

监督，促进污染系统治理和修复。”刘小燕说。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探索打出“立法+监督+

代表”“决定+监督”等组合拳，用严格制度、严密

法治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陕西省副省长程福波表示，当前陕西省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仍存在水土流失治

理任务较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急需加快等问

题。“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快推进立法修法工作，

将黄河保护与治理中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等予

以立法确认，严格执法监督问责。”程福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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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陕西段水土保持调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量发展，，是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是一项重大国家战略。。

地处黄河中游的陕西地处黄河中游的陕西，，更是黄河更是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的重要环节流域生态保护的重要环节。。面面

对水沙关系调节对水沙关系调节、、干支流水污染干支流水污染

治理治理、、黄土流失等一系列问题黄土流失等一系列问题，，

陕西如何做到陕西如何做到““由黄变绿由黄变绿”，”，将绿将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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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路沿黄河北上展开调研者一路沿黄河北上展开调研，，发发

现陕西已经由单纯的水土流失现陕西已经由单纯的水土流失

控制趋向以生态效益为中心控制趋向以生态效益为中心、、治治

理与经济开发相结合理与经济开发相结合，，在绿色生在绿色生

态中追求高质量发展态中追求高质量发展。。

本版撰文 记 者 李万祥
本版编辑 闫伟奇 美 编 王墨晗 从陕西韩城市沿黄生态林带建设姚家庄示范点远眺黄河，波澜壮阔。 本报记者 李万祥摄

管 好 用 好 黄 河 水
陕西有句俗话陕西有句俗话，“，“有多少汤泡多少馍有多少汤泡多少馍”。”。

以目前的生态保护格局看以目前的生态保护格局看，，必须提高黄河流必须提高黄河流

域水资源利用水平域水资源利用水平。。据统计据统计，，20192019 年黄河流年黄河流

域农业用水占比依然高达域农业用水占比依然高达 6868..88%%，，然而农田然而农田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全流域平均仅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全流域平均仅为 00..562562，，

大规模的农业用水量大规模的农业用水量，，伴随着较低的用水效伴随着较低的用水效

率率，，已成为当前黄河流域农业灌溉面临的最已成为当前黄河流域农业灌溉面临的最

大困境和挑战大困境和挑战，，也进一步加剧了黄河流域的也进一步加剧了黄河流域的

水资源短缺状况水资源短缺状况。。

以水定城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人、、以水以水

定产定产，，对于陕西这样的地区对于陕西这样的地区，，是十分迫切的是十分迫切的

要求要求。。我们应该加快制定水资源利用计划我们应该加快制定水资源利用计划，，

突出全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突出全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发展节水发展节水

产业产业，，推广应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应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建立高建立高

效输水效输水、、排水排水、、节水工程体系节水工程体系，，实施全社会实施全社会

节水行动节水行动，，真正管好用好黄河水真正管好用好黄河水。。

节 水 是 件 大 事节 水 是 件 大 事 ，， 也 是 大 家 共 同 的 事也 是 大 家 共 同 的 事 。。

确保黄河安澜确保黄河安澜，，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福河，，还需沿黄各地同向发力还需沿黄各地同向发力，，加强交流加强交流

互鉴互鉴，，共同抓好共同抓好

大保护大保护、、协同推协同推

进大治理进大治理。。

图为图为陕西陕西延安市宜川县壶口延安市宜川县壶口

镇的黄河壶口瀑布镇的黄河壶口瀑布。。 杜静波杜静波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