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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在玉环湖清冽的水面上闪
烁。

站立两岸，任一道一道水流声将我
的思绪重重包围。

一条河的流淌在碧波荡漾间唤醒春
天的新绿。与慕名而来的一群白鹭来一
场推心置腹的畅谈吧，谈母亲河的主色
调，水清，岸绿，景美。听一尾水草与
水的柔软对话，仿佛在诉说一条母亲河
与她的子女们，关于治水蝶变的远古旧
事……

一
玉环湖的清。
离不开母亲河敞开胸怀，大刀阔斧

的“五水共治”。
翻阅母亲河的前生今世。
从 2014年治水至今，走过 5个年头

的风雨历练。
曾经零颜值的 312条河道，常年与

漂浮的垃圾成群结伴，全身散发着令人
作呕的臭味。85％以上的河道为劣Ⅴ
类，病体严重的黑臭河、垃圾河达 38
条。河床忧郁的眼神，盼望“扫黑除臭
美颜”被拯救。

母亲河也曾是“三高”人群。地表
水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等指标严
重超标，不仅重金属超标体质差，自净
能力也极弱，玉环湖无法发挥她的核心
作用。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玉环人用美
好的行动构建依水而居的文明家园。经
过全面铺开的系统治水、精准治水、长
效治水的铁腕治理，以及巩固、深化、
冲刺的剿劣攻坚战。“三高”指标下
降，分别大幅削减 30%、70%、70%以
上，重金属超标现象全面消除，重点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2018年地
表水环境质量改善位居全省首位。“五
水共治”三部曲，迈着三年，五年，七
年的稳健步伐，一路摘冠。

母亲河重换新颜，恢复与玉坎河
系、人民塘河系、楚门河系等联通，提
供生态补水。特别是与玉坎河系联通
后，向此河系日生态补水 7.5万吨。一
条长15公里的生态配水及中水回用管网
就是母亲河伸出的抚慰之手。如此浓墨

重彩的一笔也仅是治水中的沧海一粟。
河流的向往，指引我的笔触，去收

集每一条玉环“儿女河”的响应。
我们看到，如今的芦浦东塘河绿水

环绕，成群结队的白鹭和不知名的鸟
儿，时而盘旋追逐嬉戏、时而展翅飞
舞，好一幅“莺飞草长四月天，白鹭蹁
跹流水清”的人与自然和谐画卷。

我们看到，如今的楚门南塘河清波
粼粼，水草依依，和着水上音乐喷泉的
节拍，鱼儿欢快游弋。每一个音符都表
达着对人水相亲宜居环境的诗意赞美。

我们看到，如今已华丽转身的清港
同善塘河，获评台州市“美丽河湖”。
那一方水土引白鹭来栖，水中成影，一
泓清波映春美。村民们出门就能见沿河
绿道，仿是居住在公园，与美景为伴，
听花开闻草香。

我们看到，如今被评为台州市“我
最喜欢的家乡河”大麦屿庆澜塘河。变

“烂污塘”为亲水公园，两岸芳草萋
萋，伴着水上风韵，既是怡情赏景之
处，又是锻炼休闲的乐土。

拆违，改建，清淤，驳岸，绿化，
净美……每一个乡镇都有“美丽河
湖”，每一条支流都与母亲河共生共
存，相互依偎，交相辉映，以畅快呼吸
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尊严。

二
玉环湖的绿。
吸收了河流的灵气，挤满两岸枝

头。
草的意志，使水的梦想更纯净。
水在草根体内，酝酿一场净化革

命。
治水也治绿。在每条河道上投入使

用水生态修复工程，安放生态浮岛，放
养鱼苗，让河床上长满各种水生植物，
这些植物喜欢吃污染物，让他们都能自
由吸收、转化，积累有机质与营养盐，
让他们越长越绿，越绿越清，越清越
美。

绿意盎然的植物如生态浮岛的长
发，河水将他们的身影倒映湖心，在湖
光山色间随风飘逸，自如净水。

远望生态浮岛景观。那些在岛上安

居乐业的各类植物，高矮错落有致，叶
绿花开相互搭挡。漂浮在水面的香菇
草，圆圆的盾形似铜钱，观叶翠色欲
滴，观花纯白似伞欲飞。水上西伯利亚
鸢尾，终年常绿不言开败，一朵花里藏
着彩虹般的色彩。黄艳秀丽的黄菖蒲，
如金蝶飞舞在碧波之上。

香根草牵着香根草，美人蕉拥着美
人蕉，在河面上抱团净水，发达的根系
呵护着河床的水系，好像集体宣誓，誓
作河流的守护神。

漫步玉环湖绿道。耳边有风的私
语，眼里有绿的柔情，指尖流淌的是河
水健康的步伐。

草外有水，水外草长莺飞。
若你在此垂钓，心中会钓满一筐

“桃花流水鳜鱼肥”。
若你在此散步，眼里会装饰一窗

“西塞山前白鹭飞”。
若你在此的目光与盛开的绿碰出火

花，你会“斜风细雨不思归”。
何须用一首诗去赞美？
清澈，碧绿，恬静，舒适……那

绿，如清风夹杂着水草的清香，拂去每
一位晚归人的疲惫。

越来越多的垂钓之人，休闲健身之
人，游泳爱好之人……选择与原生态的
自我重逢。

自然与生活的相互告慰，是玉环湖
绿道，被称为最美“网红”绿道给予母
亲河最深情的回报。

三
玉环湖的美。
穿城而过，成为一条亮丽玉带，将

治水的成果融入清水碧波之中。“两个
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
《绝句》描绘出多少美景里的向往。而
今，随着玉环湖的日渐完美，白鹭已选
择在此安居，想与白鹭邂逅的你，不妨
来河畔一览。

可以相邀河畔，追寻落日遗忘的最
后一道霞光。

可以相约黄昏，牵手映入眼底的那
一份惬意与舒畅。

玉环湖的美，在流淌。
这流淌的故事里承载了多少人顺水

而居、因水而幸的期望。
普通河道保洁员刘士姜，九年如一

日的爱上管治水的“闲事”。这一爱，
让他成为全能型的治水“土专家”，不
仅水离不开他，人更离不开他。

一朵盛开在治水一线的铿锵玫瑰高
雪，对每一条河道的冷暖都关怀在心，
她的脑子里安放着整个大麦屿街道的水
系图。只要水美一分，她的心就宽一
寸。

我们不说他是治水先锋，只说他是
能用脚步丈量劣V类水体的好干部。龙
溪镇张维彪在短短 2年时间里，足迹踏
遍20个村的每个角落、田间山头与山野
溪坑。

用一滴水的纯净，阅读玉环人治水

的强大阵容。
“五水共治”不是孤军奋战，而是

“我爱我家”的全民热情。
十大阵地亮品牌，百名干部亮承

诺，千名志愿者亮身份，治水宣传亮万
家。“我爱我家——门前那条河‘十百
千万’”系列活动亮了一座城，暖了一
城人，火了那条河。

千名“百姓河长”也是“零距离”
河长，他们活跃在小河道、山塘水库、
溪流、沟渠、池塘、零星湿地。他们带
动市民成为治水的参与者、监督者、建
议者和宣传者。

河水不会忘记。
她记得在这片“人水共亲，人景共

融，人鱼共欢”的土地上，43条曾列入
省市名录的“黑臭河”化身“景观
河”；7个劣V类河道断面消劣变优已不
再是心病；漩门湾湿地公园因玉环湖水
质提升显著，荣获“中国生态保护最佳
湿地”和“浙江十佳最美湿地”；玉环
成功创建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区、
全省“清三河”达标县（市）；连续2年
勇夺台州市治水考核第一；连续 2年荣
获“五水共治”最高奖“大禹鼎”； 连
续 3年被评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省
级优秀……

这只是有温度的数据。母亲河的
美，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童话，而是由内
而外散发的荣耀。

一条母亲河，从此在日与夜的更替
中，永远流淌成一种期待的姿势……

玉环湖，
会呼吸的母亲河

■楼慧慧

美丽海湾·我的家
征文选粹(七)

汉字的“路”，为“足”字偏旁，
古人造字可能含义有二：一是世上本无
路，是人们用足踩踏出来的，人走多
了，也就成了路；二是路供人行走，走
往各处，联络各地，是来往的通道。从
前的路也确实如此，一般都是沿着自然
的岸边、山麓、溪沟或山脊高地顺势穿
行。“践草为径，窄履为宽”，小径走成
大路。

我的家乡于东海之滨，偏远海隅，
是一个海岛县，过去称“玉环县”。玉
环本岛孤悬海上，与楚门半岛隔海相
望，岛上丘陵多山，人们出行水路险
恶，陆行艰难。民间曾有顺口溜：“玉
环山，山连山，一出门，就爬山，到楚
门，还更难，渡漩港，浪里翻，渡船
小，心吊胆，颠颠簸簸实在难。”

清代玉环厅设立后，辟有三条通道
为境外交通。以厅城为轴，出南城门至
坎门，水路通往远洋；出西城门经西青
岭、西青马道至乐清华锹，水陆兼程通
往温州府；往北过中青岭、沙岙岭、深

浦岭，再渡港北上，通往省城。道路宽
不逾一米，泥沙路面，弯曲不平。以上
三条均称官道，亦称驿道。民间传闻过
去往返一趟杭城需要半个月时间，俗称

“七（日）上，八（日）落”。
农村的路更“天然”，有些地方把

田梗作通道，仅二三十公分阔，人们上
路的走姿像服装模特儿一样，扭着屁股
直线而行，一不小心，脚就踩入水田里
去了。

回想起1945年春节之后，我就读的
玉环简师学校为防范日寇侵犯玉环岛，
将学校搬迁到楚门筠岗山上的济理寺。
上学那天，年仅15岁的我在家人的陪同
下，天蒙蒙亮就启程从县城出发，一路
翻越三座高山，渡过漩门港，再徒步至
学校，行程 40 华里，足足走了 5 个小
时，不仅是双腿酸软，筋疲力尽，而且
脚底磨出了好几颗水泡，疼痛了好几
天。呻吟之中多么盼望家乡的交通能有
方便之一日！

家乡的路，在民国元年 （1911年）

民间集资将玉环至坎门的路中间铺上石
板有所改善外，至 1949年玉环解放时，
基本上还是保持着清末时代留下的模
样，古道痕迹依然，没有多大变化。也
因为交通艰难，远离州府，家乡显得闭
塞落后。

解放之后，百废俱兴。旧道不断得
到改造，1954年，国家拨款修建温岭泽
国至楚门渡头的国防公路，次年 5月竣
工通车，玉环始有公路与境外相通。
1957年玉环至坎门、玉环至深浦简易公
路相继建成，日发岛内循环班车 3 车
次，至台州地区（临海）班车1车次。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交通工具的不断
进步，城乡道路功能也在不断变化。上
世纪五十年代修建手拉车路（俗称板车
路），六十年代修建机耕路（供手扶拖
拉机行驶），七十年代修建大型拖拉机
路。期间，部分乡镇筑起简易公路陆续
通车。

1977 年，漩门湾海峡成功填海截
流，筑起贯通南北的漩门大坝，自此，
玉环本岛与楚门半岛一线相连，结束了
玉环人出行必须渡海的历史。说起漩门
湾，这里是急流咆哮如雷，漩涡翻腾汹
涌，令人毛骨悚然的“龙窝”险峡，时
称世界三大漩涡之一。历史上不少船只
过峡遇难，民谣唱道“漩门湾，鬼门
关，眼望漩涡泪斑斑”。民国间，曾有
洋专家问津，浙江省主席沈鸿烈也亲临
视察过，但对此天堑都一筹莫展。今
天，终于实现了玉环人民祖祖辈辈梦寐
以求的漩门堵流的愿望。1980年开辟直
达杭城的班车。

“若要富，先修路。”改革开放的大
潮带来了家乡交通的大发展、大变化。
特别是玉环撤县设市以来，道路建设进
入了跨越式发展，道路面貌日新月异。

家乡的路越来越畅通。村道、乡
道、县道及省道、国道玉环段延伸公
路，还有环岛公路、绕城公路、内环公
路、外环公路、高架路连接成网。

城市的路呈格子状，还有方向标
志，如珠城东路、西路，康育北路、南
路，或东城路、西城路，外环东路、外
环西路等等。

山村的路与“美丽乡村”建设同步
发展。玉环岛最高峰的田螺基山水风光
带，周围有 5条公路通往山上与盘山车
道无缝对接，山上还有游步道，大理石

铺砌的登山道，被人誉为“玉城后花
园”。过去称之为“深山冷岙”的偏辟
地方，现今都有车路相通，成为人们休
闲度假游览的好去处。

家乡的路越来越便捷。1987年玉环
第一条公路隧道——西青岭隧道凿通，
全长 750米，宽 10米，为当年台州地区
最长的一条公路隧道。其后，漩门隧
道、陈屿隧道、黄泥坎隧道……陆续开
通。进入 21世纪，漩门港上架起了一
桥、二桥、三桥……现在，玉环到楚门
只需20分钟，到陈屿只要十几分钟，大
大缩短了路程和行程时间。

家乡的路越来越宽敞。随着车流量
的不断提增，路基的阔度也不断拓宽。
1988年，玉环建起了一条36米宽的大马
路——玉兴路，而且路中有路，分别划
分为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
车辆与行人各行其道。现在的道路按标
准修建，一级公路、二级公路……或称
三车道、四车道、双向四车道等等。由
于路基宽度不断加码，路的名称干脆加
上一个“大”字：文旦大道、珠港大
道、东海大道、城北大道……

家乡的路越来越美丽。记得上世纪
五十年代刚修建的公路，全是泥沙路，
车辆行驶时，“睛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那时公路管理部门下设“修道
班”，负责公路养护。几位养路工人承
包一段路，天天在公路上修修补补，保
障车辆平稳经过。七十年代部分公路干
线铺砌块石路面，继后开始修筑水泥混
凝土路。至21世纪初，家乡的路全部修
成水泥路或柏油路，同时实施 “绿化、
美化、亮化”，美丽公路建设成为玉环
一道风景线。

我们的车子从 226省道进入玉环市
入口处，呈现在眼前便是一块醒目的

“海韵玉环”景观石，沿途两侧绿树成
荫，绿化带上装饰着各式各样展示玉环
特色的花木小品，“一路一树一景”各

有特色。入夜的路景更为耀眼。车子进
入城区，宽阔的榴岛大道上车水马龙，
灯光辉煌。极目远眺，一排漂亮的多头
玉兰花造型的高杆路灯放射出明亮的光
彩，看不到尽头。一条条马路展现俊秀
惊艳、色彩迷人的风景长卷。要想浏览
沿途景物，倒会令人有“怪车行之速”
之憾。

2018年，家乡双喜临门：国庆节前
夕，玉环人民盼望已久的乐清湾大桥和
沿海高速公路玉环路段建成通车。“一
桥飞架东西，天堑变通途。”宏伟壮观
的跨海大桥和崭新平整的高速公路展现
在如今玉环市的版图上，从此，玉环人
可在自己的家门口上高速了，到达温州
只需1个小时左右。

继玉环高速公路通车，又传来了一
个令玉环人民激动不已的喜讯——玉环
又要通高铁啦！这是一条连接杭州、绍
兴、台州三个城市和地区的快捷通道，
称杭绍台高铁温岭至玉环段铁路工程，
已获中央和省有关部门正式批准并立即
动工兴建，计划于2022年与杭绍台正线
工程同步建成通车。届时，玉环至省城
将实现全线乘坐高铁，行程仅需 1个多
小时。

玉环通高速、通高铁，彻底改变了
天涯海角的玉环岛从交通末端向交通枢
纽跨越的历史，它承载了玉环人民几代
人的梦想和心愿，共同见证了玉环建设
发展的奇迹。

感慨沧桑变，喜看今朝。家乡的
路，内通外畅，四通八达，条条道路通
向幸福路，通往美好生活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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