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1月18日以来，市城
管执法局就要求湘江河道打捞
公司对水面漂浮的水葫芦进行
全力清理打捞， 目前每天安排
的工作人员约30人，并配置了
5艘机械打捞船、6艘小型打捞
船和4台垃圾运输车， 大概每
天清理约40吨。” 一名城管执
法局的工作人员介绍。

据悉，下阶段，长沙市城管
执法局将会对常态维护的湘江
河道城区范围扩大至湘江长沙
段全域， 即从天心区与湘潭昭
山口交界处到望城区长湘闸与
湘阴交界处，长度78.5km，实行
湘江河道长沙段水面保洁一体
化维护。“届时， 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 由新的中标单位对湘江
河道水面漂浮物进行全域清理
打捞，确保水面清洁干净。”

问及水葫芦大概何时能清
理完， 张祖海颇为无奈。“有时
候好不容易打捞干净了， 过段
时间又漂来了，糟心呢。”

“在湘江长沙城区段，即从
黑石铺大桥到三汊矶大桥的湘
江水面由市城管执法局进行常
态维护， 对水面漂浮物及时进
行清理打捞。但现在，只要一下
雨， 就有水葫芦从上游源源不
断漂来， 就使我们面临今天清
理完毕， 明天水葫芦又漂来的
恶性循环。”上述工作人员也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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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母亲河，机械船大战“葫芦娃”
上游水葫芦漂到湘江，长沙合力围剿 专家：暂未影响湘江水质

水葫芦暂未影响
湘江长沙段水质

这么多的水葫芦， 是否会影响
湘江水质呢？就此，记者采访了中科
院副研究员侯志勇。

“水葫芦又名凤眼莲，本身具有
净化水质的作用， 但由于其繁殖能
力特别强，在河湖内泛滥生长时，会
破坏当地生物多样性， 导致生态灾
害。”侯志勇如是说。

侯志勇告诉记者， 水葫芦对水
体产生的影响， 主要在其快速无性
繁殖形成漂浮植毡层，掩盖了水面，
达到荫蔽和抑制的效应， 使水中其
他植物死亡， 破坏水生生态系统食
物链， 导致其他水下生物的生存受
影响， 进而降低当地生物多样性。
“当然，水葫芦腐烂后也会释放营养
物质形成二次污染，进而影响水质。
此外， 水葫芦过多还会影响航道通
航和汛期行洪，所以权衡利弊,建议
及时清理水葫芦。”

同时,侯志勇表示，水葫芦大量繁
殖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水葫芦为静
水植物，缓慢的水流，最好是静止水体
有利于其生长；二是水质富营养化。“目
前来说， 在湘江水流速较快的区域，水
葫芦很难稳定下来形成大的群落。如长
沙清理及时,湘江水域又大，水葫芦对
湘江水质不会造成影响。”

与此同时， 长沙市环保局工作
人员也告诉记者，经水厂、防疫部门
和环保部门检测， 目前水葫芦未对
长沙湘江的水质产生影响。

“湘江里面好多水葫芦，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水质，希
望贵报可以去了解一下。”近
日， 一名热心市民致电三湘
都市报， 爆料湘江出现水葫
芦的情况。

湘江真的出现了水葫芦
吗？它们从何而来？会影响长
沙市民的饮用水安全吗？对
此，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记者 和婷婷

这些水葫芦为何总
是清理不尽呢？它们到底
从何而来呢？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
市容环卫处工作人员介
绍，现在湘江河道长沙段
水葫芦主要是从上游的
湘潭和株洲方向漂来的。

记者获悉，除了长沙
市城管执法局外，湖南环
保组织绿色潇湘的两个
河流守望者团体也在密
切关注此事。

“10月份，我在长沙
浏阳河和株洲渌江分别
发现了水葫芦，就第一时
间将此情况向水利、环保
等相关部门汇报，并引起
了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志愿者告诉我，汇报情况
几天后， 相关领导就亲
自到 了 渌江 去现 场 督
查， 并要求株洲市安排
人力 、 物力 打 捞水 葫
芦。”绿色潇湘荣誉理事
章志标说到。

“虽然打捞已经在紧
张进行，但伴随着连续下
雨，仍有水葫芦源源不断
从上游漂来，这引起我们
的好奇。” 章志标告诉记
者，11月初， 他和来自江
西的河流守望者，一起沿
着渌江往上游巡查，找水
葫芦的源头。走了半天时

间，一直到江西省境内的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在
当地的渌水河（渌江上
游） 发现大量的水葫芦。
“因为没有拦截措施，它
们大片大片且源源不断
地向下游漂去，跨省漂流
到了株洲渌江，然后又顺
流而下， 进入湘江株洲
段、湘江湘潭段，最后到
了湘江长沙段。”

“当然，湘江里面的
水葫芦不完全是从江西
漂来的，湘江支流水域也
生长了一些水葫芦，只是
因为当地有拦截，对湘江
造成 的影 响 相对 小一
些。”章志标告诉记者，他
们在浏阳河黄兴镇和长
沙县段水域也发现大量
水葫芦，但从10月15日开
始至今，当地政府的积极
打捞工作已经持续了快
一个多月。“在长沙县黄
兴镇仙人市村，村民用竹
子和密密麻麻的铁丝网
做成拦截带，把水葫芦拦
截在浏阳河城区段流域
外，目前也基本没有向湘
江扩散。有一次，因为水
葫芦量太大，拦截带被冲
断，当地村支书立刻组织
安排， 紧急调用了挖掘
机， 很快将拦截带修复
好。”

12月5日下午3:00，记者到
达开福区风帆广场， 肉眼明显
可见绿色的水葫芦呈带状分布
在水岸边， 随着江水汹涌，潮
来，草近；潮去，草远。

“这些水葫芦半个月前就
有了， 从橘子洲大桥到银盆岭
大桥间的水域基本都是。 不过
近期常有人和船不停在打捞，
水葫芦面积大大缩小了。”在江
边散步的市民刘杰一边对记者
说，一边指向风帆广场北侧，他
告诉记者， 北边那几名正在劳
作的“黑影”，就是打捞水葫芦
的工作人员。

顺着刘杰手指的方向，记
者看到不远处有几名工作人员

在岸边不停地“晃来晃去”，有
点类似于锄地。在他们不远处，
还停有几艘机械船。

沿着水岸线，记者从风帆广
场往北走了大概三千米，看到了
刘杰所说的“黑影”的真身———
戴着红袖章的三角塘社区志愿
者。他们正拿着类似于耙子的工
具， 不停地翻弄岸上的水葫芦，
身后的岸上，还有十几袋用蛇皮
袋已经装好了的水葫芦。

“我们的打捞已经持续一
个月了， 那之前水葫芦真是多
得吓人，江水波涛一起，水葫芦
就乌泱泱地朝岸边涌来， 阵仗
特大。”三角塘社区志愿者张祖
海向记者描绘道。

江水拍岸，水葫芦漂荡

湘江风帆广场附近的水葫芦。 三角塘社区志愿者们在岸边清理水
葫芦，远处是已经装袋的水葫芦。

机械船每天清理40吨

江西省萍乡市渌水河满河水葫芦跨境向下
游渌江漂流。 章志标 摄

浏阳河段的村民正在打捞水葫芦。 章志标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 和婷婷摄）

多数为上游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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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爆满的水葫芦， 为保
持湘江水面清洁， 长沙采取岸
边人工和水面机械相结合的方
式，全面铺开水葫芦清理工作。

记者获悉，目前湘江城区段
水域内，岸边的水葫芦主要由属
地政府负责清理，水面则由市城
管执法局招标专业的打捞公司
用全自动机械船清理打捞。

湘雅路街道三角塘社区书
记、 湘春路口到湘雅路段水域
社区河长王晓霞告诉记者，他
们管辖的区域包括湘春路口到
湘雅路段的湘江， 该水域属于
二级水源地保护区域， 对该区
域内的水葫芦， 她们目前是请
民工或志愿者来对河道进行保

洁、清理工作，其中也包括对水
葫芦的清理， 目前已经清理
1000多袋。

张祖海告诉记者， 水葫芦
又叫革命草，长得快。如果不打
捞，就会流入长江。为了尽快清
理这些水葫芦， 他们响应街道
和社区党委的号召， 每天象征
性地领取几十元的补贴， 工作
七八个小时， 清理水葫芦。“我
们需要先把水葫芦翻晒晾干，
然后再装袋， 不然一蛇皮袋装
不了多少。同时，因为社区的垃
圾处理量有限， 所以我们每天
都处理200袋，一袋重量基本在
七八十斤左右。算一算，每天也
能清理七八吨。”

志愿者每天清理七八吨 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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