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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浙江历史文化型河道的生态河道系统整治,结合理论实践,在简要阐述目前浙江历史文化型河道发展现状

的基础上,分析了生态河道系统整治的模式,并提出具体的整治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在历史文化型河道整治过程中,严格按照相
应的规范和标准进行整治,既能保护原来文化不被破坏,也可以提升治理效果,实现人、自然生态环境、文化三者和谐相处,为同
类河道的整治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浙江省；历史文化型河道；生态河道；系统整治
浙江省和东海相邻,具有丰富的水网系统,河道总长

普遍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比如：嘉兴的杭州塘

度超过 6 万 km,丰富的河道资源,为浙江省社会经济的腾

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保护体系,

飞做出了重要贡献。河道建设的主要目的满足人类生产生

难以充分发挥其历史文化资源。

活的需求和蓄水防洪,缺乏对生态功能的考量。随着浙江

第二,历史文化型河道中普遍出生物群落单一,并且

省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周围的河道造成了较大污染,

缺乏生物多样的问题,通过合理生态要素指标对浙江省的

不但无法继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而且对周围的自

历史文化型河道进行生态评价,符合生态标准要求的河道

然生态环境也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了

只有 2 条。

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河道整治体系,以指导浙江历史文化

第三,历史文化型河道的造价普遍比较高,在随机调

型河道治理工程,以达到改善生态环境和进一步传承河道

查的 20 条河道中,18 条在设计施工中采用的原材料为现

文化的目的。

浇混凝土、浆砌等不透水性材料,大大增加了后期养护的

1 目前浙江历史文化型河道发展现状

成本 [1] 。

目前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型河道比较多,包括：杭州的

第四,缺乏历史文化型河道整治的规范。河道整治过

古新河、古荡型河；嘉兴的杭州塘、长水塘；温州的石坦

程中构建一个生态保护技术规范是确保后期各项工作得

河等 20 多条河道。通过合理性和调查,发现这些历史文化

以顺利开展的重中之重。河道整治规范涉及范围比较广、

型河道都存在以下问题：

内容全面是提升河道整治的关键,但就目前浙江历史文化

第一,虽然具有非常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但并没有
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充分利用,从水资源文化的角度而言,

型河道整治过程而言,还缺乏相应规范的支持。
2 历史文化型河道整治模式分析

过“景观共治”活动,很好地拉近了物业和业主之间的配

碧桂园物业人将继续紧随集团高速发展的脚步不断前行,

合、理解；没有理解和配合,服务工作自然不会完成。

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精英加盟,共同为实现“希望社会因我

所谓和谐,“和”者,和睦也,和衷共济之意,“谐”者,
有顺和、协调、无抵触、如何才能构建“和谐小区”呢?
需要物业服务人员各尽所能,充分发挥各自聪明才智,

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的伟大使命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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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历史文化型河道比较多,为保护原有的历史文

如：利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成梯形框架,并在其中放入适量

化不被破坏,并并对河道进行综合整治,是生态河道系统

的石块和混凝土管,形成一种比较深的人工鱼巢,在外架

整治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循的原则。浙江省地表水资源非常

上外侧埋入适量杨柳枝等树种,靠近水面的一侧,种植上

丰富,在历史文化河道建设过程中,一度忽略了河道生态

芦苇等水生植物,让其在钢筋混凝土框架的缝隙中生长。

系统的保护,为满足生活生产的需求,经常把生活污水和

或者在历史文化型河道护岸上建设绿色台阶、木框护坡等,

工业废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到河道中。在很多历史文化

进一步提升护岸的美观性和生态性 [2]。

河道中,频繁发生侵占河道用地、盲目裁弯取直等问题,

目前浙江历史文化型河道生态化整治过程中,常用的

的浙江省历史文化型河道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面

护岸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护岸,另一种是人工自然护

临着非常严重的河道污染问题。甚至有部分河道已经发生

岸。其中后者具有景观和人文效果更好的优点,是历史文

了河道干涸、湿地面积减少、物种多样性消失等比较严重

化型河道护岸中常用的方法,具体做法为：在河道底部边

的环节问题。因此,在浙江省历史文化型河道整治过程中,

坡上选择 1:3 的自然土壤放坡,为进一步提升抗洪冲击能

必须充分考虑生态自然环境,从而科学合理的协调和河道

量,需要兼顾水生物的实际生存需求,在自然土层上方铺

整治和河道生态景观及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

设一层卵石,既能提升护岸的抗洪能力,又能合理改造堤

3 浙江历史文化型河道的生态河道系统整治措施

岸的生态环境 [3]。
建设生态河堤工程,就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河流治理现

3.1 综合治理,维护保护
进 10 年来,浙江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在城市规划发

状和发展趋势而言,构建生态河堤工程是生态河道系统整

展和旅游开发中,导致大量河道被无故侵占,河渠硬化现

治的主要发展方向。究其原因,生态河堤具有一定的系统

象愈发严重,历史文化型河道完整性、艺术性、真实性等

性和综合性,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包括：现代水利工程

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破坏。作为浙江省文化遗产河道,不但

学、环境科学、生物科学、生态学、美学等。生态河堤构

是浙江省在多年历史长河中的主要文化产物,也是社会经

建的主要原则是以保护原河道周围的历史文化为基础,创

济发展的基础水里设施。这些传承经典的历史文化景观,

造更加合理的生物生存环境,以及自然景观。为满足河堤

需要作为古代文化的载体,进行综合整治和全面系统的维

对强度、安全性、耐久性的需求,要把其改造为水体和土

护及保护。

体、水体和生物相互涵养的发展模式,为生物的生存营造

在浙江历史文化型河道的生态河道系统整治过程中,

一种仿自然状态。生态河堤既能起到保土和涵水的效果,

要注重对人文景观以及自然风貌的合理保护,结合历史文

而且还能很好的改善大气、水体、土壤等,实现小范围的

化河道所在区域的自然因素,地形地貌,社会经济发展水

气候调节,为当地居民营造一种更加接近大自然的生活环

平等,采用乡土植物、材料、物种进行系统整治,在体现生

境。此外,还要沿着生态河堤,布置景观景点,进一步增加

态效益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浙江历史文化型河道原有的文

河堤的文化氛围。
3.3 合理应用低成本景观工程,改善水中环境

化特色和地域特色。
在进行综合治理过程中,必须采用多种设计方式相互

在历史文化型河道系统整治中,提倡“低成本”景观

结合的方法,比如：既要设置适合鱼类生产的雨巢护岸,

规划设计理念,通过合理的措施和技术,权衡短期投资和

也要设置适合蛙类生存在的两栖类护岸。此外,为充分发

长期收益。在保证历史文化型河道整治美观性、功能性、

挥出护岸的功能和作用,需要充分结合河流的特性和周围

适用性的基础上合理降低整治成本。在具体整治过程中,

的自然生态情况,特别是要做好河流生物物种的生存和繁

尽量使用低耗能、低污染的钢筋、水泥等材料。采用透水

殖环境。为降低自治理的成本,进行遵循就地取材治理的

性能好、施工养护成本低的植被、土壤等对河道进行全面

原则,根据目前河道中现存的生物进行合理设计,在保护

系统的整治,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改善

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满足各种生物对水环境的影响。

历史文化型河道的生态条件。

3.2 人工自然护岸,堤岸生态环境

在历史文化型河道上方人行步道铺设时可采用透水

浙江历史文化型河道的生态河道系统整治是一项极

性比较好透水砖进行铺设,而园路铺设时可选择透水性比

具系统性、复杂性、技术性的项目,需要在满足工程安全

较好的青石板。通过透水性材料铺设路面,既能获得良好

的前提下,合理融入生物措施,通过“生态工程+生态恢复”

的透水性,还能有效吸收热量,降低防洪压力,即便是暴雨

的方法,降低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对浙江历史文化型河道

天气也不会形成大量积水,从而改善历史文化型河道中植

的影响,从而完善整个河道生态系统。人工自然护岸是河

物和微生物的生产环境。在选择景观植物时,要尽量选择

道政治过程中常用的技术措施,既能有效改善自然生态环

根植密集的植物,以便更好固结岸坡沙土 [4] 。或者选择生

境,又能合理降低整治成本。

长周期比较短并且生存能力强的植物,缩短植物稳定边坡

人工自然护岸指的是在原历史文化型河道护岸基础

所需时间。尽量选择抗病虫害能力强、适应能力强、成本

上,使用钢筋混凝土等现代化材料来提升抗洪的能力,比

低的乡土植物,降低整治时和后期维护养护时的成本。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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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固坡植物有：海桐、银杏、垂柳等。
恢复断面河道,也是生态河道系统整治的主要内容,

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现如今在河道治理中,生态特
征是重中之重,生态河道系统整治可为人们人类的生存、

是一项工程量大、涉及范围广、投资较大的工程,但对生

历史文化的保护、水生物的生存和繁殖提供良好的环境。

态河道系统整治的效果的有很影响。在河道断面恢复时,

比如：在非汛期,生态河道系统可为人们休闲娱乐提供良

要综合考虑河道系统防洪排水的能力,历史文化的保护,

好的场所,在汛期则能就排洪,避免发生内涝灾害。为促使

分布实施,逐步优化河道断面设计,促使断面河和生态河

河道的发展更加适合人类的生活,就必须对进行生态河道

道系统形成形成一个整体。在生态河道系统中个,每块草

进行系统整治,促使河道和周围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交

地、一块林地,或者一座山丘都属于生态河道系统的一部

相辉映,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加接近大自然的生活环境。此

分,也可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生态和生态。因此,在断

外,还原河面环境是河道治理的重要方面,河流是城市不

面河道恢复过程中,要采取与之相适的工程和措施,通过

可或缺的部分,河流水源是一个关键因素,然而当前的自

多种工程相互配合的方法,维持河道断面自然状态,目前

然水循环情况并不良好,对河道治理也有一定影响。因此,

生态河道系统整治中,常用的河道断形式有四种,包括：矩

可以把花坛、路面、雨水管道等基础设施设计成为透水性

形河道断面形式、梯形断面河道形式、复合式断面河道以

的构造,以促进雨水渗透的畅通,也有助于改善河道的水

及双层式断面河道。

环境。再如,在大型建筑、学校、公园等建设中,也可以不

3.4 全面净化河水,丰富河道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断推广雨水渗透技术,这样可以不断促进自然水循环系统

河水清澈见底,才能促使河道景观更加优美,因此,在

的畅通,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

历史文化型河道系统整治过程中,必须注重对河水水质的

4 结束语

改善,就要全面清除河底淤泥,还要结合生态整治的原则,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理论实践,研究了浙江历史文化

恢复河道自净的能力。常用的做法为：种植高等水生植物,

型河道的生态河道系统整治,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浙江历

如：荷花、伞草等。在岸坡上栽种水生植物群落,包括：

史文化型河道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为在实现河道

湿生植物、挺水植物、浮水植物等,通过吸收的作用,河流

生态化功能的基础上,重发发挥历史文化的作用和价值,

改善河水水质,提升河水的清澈度,为河道生态系多样性

需要从综合治理,维护保护、人工自然护岸,堤岸生态环

的恢复营造良好的环境。

境、合理应用低成本景观工程,改善水中环境、全面净化

生态河道护岸自身也属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可

河水,丰富河道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等方面同时入手。生态

有效提升河岸和水体之间的协调性,提升河岸空气流动速

河道系统整治是一项非常复杂且系统的工作,需要结合河

度,和河道生态系的多样化和丰富性,进一步增强河道水

道的特性、区域经济发展、地形地貌等,选择与之相适的

体的自净能量,从而提升历史文化型河道系统整治的效果

整治方案和技术,才能提升治理效果,促使人和自然环境

和质量 [5] 。护坡栽种植物的选择在栽种植物以前,应首先

和谐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进行上程区域的植被调查,然后根据植被调查结果,充分
考虑到栽种植物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景观、安全性 、地
域适应性及生 态平衡的问题,并按以下条件进行 严格的
选择：(1)适合气候、气象条件的树种；(2)土壤要求低；
(3)原有品种；(4)抗病虫害能力强,对周围环境的危害性
小；(5)寿命或者效果发挥时间长；(6)具有能够美化环景
的效果；(7)容易维护管理；(8)具有市场性。
3.5 绿化河道,还原河面环境
在传统河道治理过程中,多采用小河沟上加盖水板的
方法,然后填平池塘或者洼地,虽然此种方法可大幅度提
升空间利用率,但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对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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