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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美的，但这是记忆中的美。我们要
把记忆中的美，变成眼前生活中的美，把乡愁变
成乡恋。”在沪郊嘉定华亭镇金吕村，64 岁的张
金兴指着村里经过“河长制”治水后重现清澈的
水面，想起小时候“水里的愉快生活”。

像老张这样，从眼前实实在在的治水成果
中唤醒童年记忆的，在长三角水乡，应该不在少
数。长三角河网纵横，单单上海，就有 2 . 6 万多
条河，总长超过 2 . 5 万公里，更何论江浙两地。
水给了长三角特有的灵气，但水一度也负载了
区域发展付出的代价。

此次全国推行“河长制”治水，长三角更是
一马当先，早行动、早见效，如今一处处的“成绩
单”开始汇总过来。

水黑过，才知水清的宝贵

沪郊嘉定的华亭镇，水域面积在 10% 以上，
典型的水乡。在这里，无论老的少的，都与水有
着很深的情分。但是，这种情分一度却是变得有
点复杂。镇里的联三村有一条主干河道，名叫友
谊河，东西贯穿 2 .5公里，涉及 110多户人家。

“我曾经就住在这条友谊河的旁边。”联三村
党总支副书记金文明说。原来的河道，曲曲弯
弯，清清爽爽，“很有情调”。但是 10年之前，随着
镇里工业开发的规模越来越大，水质开始受到
严重污染，一度变成“墨汁河”，臭味熏天，远近闻
名。附近居民大热天都不敢开窗，苦不堪言。

几年前曾经尝试整治，但是不能彻底，“反
复治、治反复”，水污染除不了根。此次推行“河
长制”治水，水岸联动，从“水里的问题”找出岸
上的“根”，进行污染排放口的封堵，生活污水全
面进行纳管，然后再做“水里的文章”。联三村的
顾俊生老人说，水乡又名符其实地回来了。如今
在河边散散步，吹吹风，说说话，十分舒服。“我
就喜欢住在水乡的水边。”老人道出了清清水流
里的乡恋。

今年 9 月初，上海市水务局宣布，上海实现
了河道排摸调查、中小河道整治、建立河长制三
个“全覆盖”。共 7781 名领导干部担任各级河
长，提前 16 个月完成了中央的部署要求。此外，
还设立了民间河长、河道监督员等共 3441 人。

今年年底前，基本消除中小河道黑臭，这是
上海市政府向市民的公开承诺。上海市水务局
局长白廷辉说，从目前的整治进度来看，河长制
的“倒逼”效应显著：全市列入整治计划的 1864
条段 1756 公里中小河道，已全部完成“一河一
策”的编制；相关水利工程已完成总量的近八
成；污水管网新建量已完成九成以上；工业企业
的治理完成了总量的 87%。

沪郊金吕村的张金兴老人说，清清河水来
之不易，一定要保护好，再也不能让污染“回潮”
了。他已经成为村里有名的巡河热心人，每天总
要抽出时间，沿着村河，绕过宅沟，一边散步，一

边兜兜转转，只要看到水面上有垃圾，就想办
法把它们捞起来，日巡日清。老人笑着称自己
的巡河是“环保自治”。渐渐地，村里像张大伯
这样的“环保达人”越来越多，年轻人更是赶
在前面做。水黑臭过，才知道水清是多么宝
贵。

企业河长里有了“洋面孔”

不久前，在浙江省永康市城西新区王慈
溪村，高鼻梁、蓝眼睛的意大利人法比奥头戴
草帽，沿着村旁的烈桥溪边走边看。他有一个
特殊的身份——— 河长，而巡河是他的职责之
一。

今年 33 岁的法比奥，是意大利独资企业
永康市拉瓦清洗设备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监。
法比奥负责的河段全长 7 . 8 公里。去年底，
城西新区投入 380 余万元，沿溪建起 4 . 2 公
里长的游步道，成为附近村民散步休闲的好
去处。

“两岸的村庄很美，但河水有点浑浊。”巡
河中，法比奥指着一处河水对身旁的城西新
区党工委书记叶建永说。叶建永告诉法比奥，
为让烈桥溪重现一江清水，沿溪村庄正在开
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做好截污纳管，杜绝污
水直排。

法比奥对在场的永康朋友说，作为民间
的企业河长，自己企业首先要做好榜样。拉瓦
公司在永康建厂之初就重视环保，引进先进

生产设备，实现水循环利用，基本做到污水零
排放。

随着河长制的深入开展，浙江已经初步
实现了全省河长制信息平台、各类 APP 与微
信平台等的全覆盖，搭建了融信息查询、河长
巡河、信访举报、政务公开、公众参与等功能
为一体的智慧治水大网络，并且邀请像法比
奥这样在浙江生活和工作的“老外”来当河
长，治水不断向纵深推进。

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对外开放
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产业发展如何与绿水
青山的生态建设保持协调，是区域转型升级
的“重头文章”。所以，在长三角“河长制”治水
的过程中，让内资和外资企业的人士担任民
间河长，也是一个创新之举，使得他们共同参
与、共同见证江南水乡的再造和回归，对水乡
之水产生一份感情。

在江苏常州武进的湖塘镇，当地的企业
商会新近设立了生态文明共建光彩基金，今
后 3 年每年筹资 100 万元，参与全镇污水管
网的建设和黑臭河道的整治与管护。此外，镇
里选择了 16 条主要河道及支浜支流，由商会
会员企业的 24 位企业负责人担任“企业河
长”。凡厂区周边有河道的企业，就由这家企
业的负责人担任河长；厂区周边无河道的企
业，按“就近原则”安排河长。对于重要河道，
按实际情况指定 2 位“企业河长”。

常州武进区生态办主任张卫星说，“企业
河长”参与河道的整治、巡视、监督和保护，一

方面可以让企业“以身作则”，自觉治污治水；
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监督作用，有效引导企
业加强管理，实现稳定的达标排放，降低和减
少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水体的污染，形成良
好的示范效应。

“没得商量”里的乡情乡恋

“村里的河道就像自己的责任田，一定要
想办法治好、管好，这是没得商量的事。”浙江
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园周村的周双政，除了是
村党支部书记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村
里所有河流的“河长”。

永康的各级河长到底干些啥？这个市给
河长履职提出三个关键职能：管、治、保。“管”
即是承担管理职责，开展河流污染监管，严查
涉水违法行为；“治”即推进污染整治，确保任
务落实；“保”即做好清淤保洁，保障措施实施。

周双政是浙江近 6 万名河长中的一员。
“省长村长，都是河长”。截至目前，浙江全省
共有约 4 万条河流及湖泊设立了由省、市级
直到乡镇、村级的各级河长，此外还配备了河
道警长、民间河长。垃圾河、黑臭河正在不断
改观，城乡环境明显改善。

站在温州市瓯海区瞿溪河畔，河水清澈，
鸟鸣声声，不少市民正在河畔散步。家住瞿溪
河边的张大伯说：“治水之前可不是这样，那
时候水的颜色几天一个变，有时候是‘黑河’、
有时候是‘牛奶河’，经过河边大家都得捂着鼻
子呢。”

卓有成效的成绩背后，是严格的制度保
障，就像园周村周书记说的“这是没得商量的
事”。浙江先后出台了基层河长巡河、河长牌
铭规范设置、入河排污口标识等一系列长效
管理机制，全省所有河道每天有人巡、有人
管，巡后有记录、发现问题有处置，基本做到
日查日清、事事有回应。在江苏，常州、连云
港、淮安、盐城、宿迁等地都已制订了河长巡
查、举报投诉、定期述职等长效制度，逐级对
每位河长的履职情况进行严格的考核问责，
作为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徐有德是衢州常山县金川街道徐村的一
名村级河长。每天，他都会带上刚买来的小型
航拍机，对辖区内的常山港河进行空中拍摄，
发现可疑水域后，用无人机下面挂着的自制
取水器取水样送检。

“江南水乡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水，长三角
就是要用最严的标准联手治水。”白廷辉说，
消除黑臭只是第一步，关键要建立长效机制，
比如上海将给每个入河排放口都建立“身份
证”，进行实时监测，用“科学+制度”还公众一
个魅力无限的“梦里水乡”。
(采写记者：陆文军、李荣、商意盈、秦华江)

新华社上海电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记者董瑞丰、齐
健)4100 光年，1 . 6 万光年。坐落在贵州群山之
中的“中国天眼”，刚一“睁眼”就“看见”了离地
球如此遥远的 2 颗脉冲星。

10 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宣布，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经过一年紧张
调试，已实现指向、跟踪、漂移扫描等多种观测
模式的顺利运行，并确认多颗新发现脉冲星。

脉冲星家族首次有了“中国星”

这是我国的天文设备第一次发现脉冲星，
实现了该领域“零的突破”。自 1967 年发现第一
颗脉冲星以来，过去的 50 年里，人类发现的脉
冲星家族至少有 2700 个成员了。

国家天文台公布了这 2 颗脉冲星的具体信
息：前者自转周期为 1 . 83 秒，距离地球约 1 . 6
万光年，后者自转周期为 0 . 59 秒，距离地球约
4100 光年，分别由“中国天眼”于今年 8 月 22
日、25 日在南天银道面通过漂移扫描发现。

这只是“中国天眼”的部分发现。“天眼”工
程副总工程师李菂介绍，“天眼”调试进展超过
预期，目前已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
其中 6 颗通过国际认证。

据科学家介绍，脉冲星是一种高速自转的中
子星，由恒星演化和超新星爆发产生。它的密度极
高，每立方厘米重达上亿吨，一块方糖大小就相当
于地球上一万艘万吨巨轮的重量。脉冲星自转速
度很快、自转周期精确，是宇宙中最精准的时钟。
正因如此，脉冲星会发射一断一续的周期性脉冲
信号，就好比转动的灯塔发出忽明忽暗的光。

这一特殊“本领”，让脉冲星在计时、引力波
探测、广义相对论检验等领域具有重要应用。李
菂说，脉冲星具有在地面实验室无法实现的极
端物理性质，对其进行研究有望得到许多重大
物理学问题的答案。譬如，脉冲星的自转周期极
其稳定，准确的时钟信号为引力波探测、航天器
导航等重大科学及技术应用提供了理想工具。

“通过对快速旋转的射电脉冲星进行长期
监测，选取一定数目的脉冲星组成计时阵列，就
可以探测来自超大质量双黑洞等天体发出的低
频引力波。”李菂说。

澳大利亚科学及工业研究院 Parkes 望远

镜科学主管乔治·霍布斯说，“天眼”的调试以
及逐渐产出成果，是目前国际天文学界最激
动人心的事件之一。

调试一年就出成果，告慰“天

眼之父”南仁东

“天眼”的最初构想来自已故天文学家南
仁东。从 1994 年提出设想，到 2016 年正式启
用，22 年间，南仁东和他的团队全力推动着
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世界级项目。

设计和结构均无先例可循，“天眼”前期
调试遇到巨大困难。“天眼”工程总工艺师王
启明说，各系统一开始专注于设备跟踪维护，
系统内调试看起来都没问题，但各系统联调
后，系统间的通信、算法的统一、安全协调等
一系列问题逐步暴露出来。

联调期间，“天眼”人的工作状态基本上
是白天分头干活，晚上集中开会商讨，连夜改
程序，第二天又接着试新方案，反复调到最
优。在“天眼”落成启用后的 380 个日日夜夜
里，除非停电，总控机房总是二十四小时无
休。白天，工程团队和施工方的人员集中进行

调试；晚上，科研人员会把面型固定好，让其
指向一个特定的天区，通过地球自转，让天空
从望远镜上方漂移扫描过去。

李菂说，漂移扫描方式在脉冲星搜索上
很少被运用，但调试期间只能用这种方式，为
此，科研人员不仅需要重新设计软件，数据处
理上也要付出更多劳动，但最终结果是令人
振奋的，“天眼”每次扫描都能获得一到两个
高质量的脉冲星候选体。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天眼”工程副经理
彭勃说，国外同类大型射电望远镜建成后一
般需要 3 年至 5 年的调试阶段，而“天眼”调
试了一年就获得了初步成果。

“天眼”会寻找“外星人”，将

主导未来宇宙天图

中外科学家都期待“天眼”的发现从量变
转为质变。“天眼”若能第一个捕获河外星系
脉冲星，将具有开创性意义。李菂和他的研究
小组已经在为观测河外星系脉冲星做技术上
的准备，最早于明年初会进行尝试。

首位发现脉冲星的天文学家乔瑟琳·贝

尔今年早些时候参观了“中国天眼”，她期待
这座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能发现更多微
弱、遥远、独特的脉冲星，包括发现围绕黑洞
旋转的脉冲星。

对于观测范围可达已知宇宙边缘的“天
眼”来说，发现脉冲星只是使命之一，未来，它
还将在中性氢观测、谱线观测、寻找可能的星
际通讯信号等方面大放异彩。

宇宙大爆炸学说认为，中性氢是宇宙中
几乎与大爆炸同龄的“老人家”，观测和研究
中性氢的分布，能帮助科学家进一步弄清银
河系和河外星系的结构，解开宇宙大爆炸等
宇宙起源和演化之谜。“‘中国天眼’将通过巡
视宇宙中的中性氢，绘制出最新最大的标准
宇宙天图。”国家天文台“天眼”项目高级博士
后 Marko Krco(马可)说。

“中国天眼”甚至还能“监听”宇宙中可能
存在的外星文明发出的无线电波。澳大利亚
科学及工业研究院 Parkes 望远镜科学主管
乔治·霍布斯说，Parkes 望远镜目前有 20%
的时间分配给了“寻找外星人”，但仍一无所
获，“中国天眼”看得更远，说不定将来会有令
人振奋的消息。

新华社上海 10 月 10 日电(记
者郁琼源、张建松、白国龙)10日，
中国第八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凯
旋，新华社记者专访了“雪龙”号船
长朱兵。朱兵是“雪龙”号上的“老
兵”，自从 1998年第一次上“雪龙”
号，迄今已有 19 年，曾经参加过
1999年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

“在这次考察中，‘雪龙’号航
程 20590 海里，首次穿越北极中
央航道，试航北极西北航道，在我
国的航海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朱兵自豪地说，“‘雪龙’号共在冰
区航行 1700 多海里，第一次在中
央航道密集的浮冰里，留下她蜿
蜒而美丽的足迹，作为船长，亲身
经历和见证这一次艰难而又辉煌
的破冰之旅，令我终生难忘。”

“雪龙”号于 7 月 20 日从上
海出发，自 8 月 2 日开始向西北
挺进。此后，考察队经综合考虑，
决定从俄罗斯 200 海里专属经济
区之外的海域，经楚科奇海横跨
北冰洋中高纬度公海区域，进入
挪威渔业保护区。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在北纬
80度以上的北冰洋海域大多缺乏
海图资料，没有冰情预报。‘雪龙’
号穿越中央航道的挑战极大。”朱
兵说，“依据有限资料，我们精心
设计了航线，既保障顺利航行，还
兼顾沿途科考作业需求。”

随着俄罗斯专属经济区边
界线不断向北抬高延伸，“雪龙”
号随之航行到北纬 85°45′。由于
在高纬航行卫星信号微弱，冰况
信息无法及时更新，每日雪雾弥
漫导致能见度差，加上前方浮冰
又密布云集，可谓“前途迷茫”。
“雪龙”号多数情况下只能以 5 节
左右的速度，不断绕开大块浮冰
蜿蜒前行。

正常情况下，“雪龙”号航行可以按照既定路线设定
“自动驾驶”，值班驾驶员和水手负责瞭望海上物标即可。
但是，穿越过程主要是在冰区航行，而且面临种种困难，
只能变为手动驾驶，需要驾驶员 24 小时盯着前方瞭望，
谨慎驾驶，根据冰情手动操纵舵盘和伡钟，随时调整航
向、航速，以确保安全航行。

虽然是极昼航行，但几乎每天都是阴天。很多时候还是
大雾天气，能见度非常差，有时能见度不足百米。“而雪龙船
的长度是 167 米，也就是说我们甚至看不到前方一个船身
的距离处是水道还是浮冰。”朱兵说，“能见度最差时，为了
防止撞上冰山，只能停船等待大雾散去。”

连续的冰区航行对船的“身体素质”也带来极大挑战。
由于船体破冰时会造成连续震动，容易造成机械、设备的
损坏，再加上冰区航行频繁拨动伡钟，会增加主机负担，
这就需要本就 24 小时值班的船员们进行更频繁的巡视、
检查，以确保动力、机械仪器设备正常运行，为破冰航行
提供充沛动力。

在中国船只从未走过的北极西北航道，弯道多、暗礁密
布，还有少许浮冰，都给航行带来困难。“有的水深不是很明
确，水浅暗礁多，有的地方很狭窄。”朱兵说。

“雪龙”号完成了中国船舶首次成功试航北极西北航
道，为未来中国船只穿行北极航道积累了丰富的航行经验。

新华社上海 10 月 10 日电(记者张建松、白国龙、郁琼
源)我国极地科学考察船“雪龙”号今后将会有一系列“小兄
弟”。据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杨惠根在 10 日召开的中国
第八次北极科学考察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正在自主建
造的首艘破冰船已命名为“雪龙 2”号。今后，我国极地科学
考察破冰船将会形成“雪龙”系列。

“雪龙 2”号是我国第一艘中外联合设计、自主建造的
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在中国船舶工
业集团江南造船厂正式开工。几个月来，经过各方共同努
力，不断优化与细化设计，完成了详细设计和审图、建造工
艺制定、关键技术攻关、科考设备采购等各项工作，现已进
入连续生产建造阶段，计划 2019 年建成投入使用。

“雪龙 2”号将集众多“国内第一”于一身。不仅具有
国际领先的双向破冰能力，使用破冰型吊舱设备，科考
作业面积达 500 平方米，还配有月池系统，并装载 22 米
长柱状采样器和水下机器人等先进考察装备，是能满足
无限航区和南北两极海域航行和科学调查作业要求的
“绿色船舶”。

目前，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已与有关单位签署协议，为
“雪龙 2”号新购置了一架莱奥纳多 AW169 型直升机，这使
我国极地考察航空保障又增添了新装备。据介绍，AW169
船载直升机是全球最先进的 4-5 吨级中型双发直升机，最
大起飞重量可达 4 . 8 吨，外部挂载 1 . 5 吨，最大巡航速度
每小时 272 公里，最大航程 740 公里，最大爬升率每秒 9 . 5
米，根据布局，可装载 4-8 名乘客。该款直升机的制造商莱
奥纳多，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旋翼机制造商之一。

“中国天眼”睁眼“看见”2 颗脉冲星
这是我国天文设备首次发现脉冲星，未来还会发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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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今后将形成“雪龙”系列

治水“唤回”江南水乡，乡愁变乡恋
长三角“河长制”治水“成绩单”汇总

▲秦淮内河北段竺桥的臭水河已经整治一新（10 月 9 日摄）。今年江苏省南京市
加大黑臭河道整治力度，一批经过整治的内河河道展露新姿。 新华社记者杨磊摄

工作人员在 FAST 馈源舱
内工作。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噪脉冲星是宇宙中最精准的

时钟。在计时、引力波探

测、广义相对论检验等领

域具有重要应用

噪“天眼”还将在中性氢

观测 、谱线观测 、寻找

可能的星际通讯信号等

方面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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