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0%$3&%4&%$7

洪泽湖大堤工程旅游资源的
开发和保护
李志荣!荣海北

!江苏省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处" 江苏 洪泽!GG$"###

!摘!要"!洪泽湖大堤工程因其悠久的治水历史"丰富的水文化遗存"原生态的自然景观"逐渐成为地方政府发展

旅游经济的热点区域& 江苏省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处着力提升三河闸水利枢纽景区内涵"充分展示景区深厚的水

文化底蕴"新建御碑亭和水文化碑廊"改造三河闸工程建设展示馆"做好水利科普宣传"利用工程加固改造巧妙结

合建筑之美与传统文化"打造地标建筑"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打造生态乐园& 管理处加强与蒋坝镇政府$洪泽区

政府通力协作"加快特色小镇建设"打造滨湖最美 $ 公里% 古堰景区 G#"J 年成功获批 IU级景区"信坝遗址$周桥大

塘遗址$渔人湾$洪泽湖碑$水釜城$欢乐园等小景点鳞次栉比"一个集水文化体验$美食休闲为一体"功能齐全的大

景区格局正在形成&

!关键词"!洪泽湖大堤% 旅游资源% 开发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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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洪泽湖古堰景区#三景区主体都坐落在洪泽湖大

堤上% 洪泽湖大堤工程位于风光旖旎的洪泽湖东岸#

始建于公元 G## 年"东汉建安五年$#后经历代修建#特

别是明清两代#逐步将土堤加长至 N#HID?#其中堤前

增做长 L#H"D?直立石墙段#从明万历八年"公元 "J%#

年$到清乾隆 IN 年""N%G 年$#经过 G#G 年才基本完

成% 洪泽湖大堤同时也是淮河下游重要流域性防洪工

程#上承淮河上中游 "JH% 万 D?

G 的洪水#下保苏北里

下河地区 $### 万亩农田和 G### 多万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任何时候必须确保安全% 它和沿堤建筑物构成了

洪泽湖控制枢纽工程#发挥着防洪'灌溉'城市供水'水

产航运等综合效益% 洪泽湖大堤工程因其悠久的治水

历史#丰富的水文化遗存#原生态的自然景观#逐渐成

为地方政府发展旅游经济的热点区域% G##L 年#洪泽

湖大堤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G#"I

年 L 月 GG 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 $%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大运河项

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为了开发和保护好这一珍

贵旅游资源#江苏省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处按照江苏

省水利厅&统一规划'依法许可'积极支持'合作共赢(

的总体思路和要求#携手洪泽区政府'蒋坝镇政府挖掘

洪泽湖大堤治水文化#打造沿堤风光带%

$(提升三河闸水利枢纽景区内涵)充分展示

景区深厚的水文化底蕴

"H"!新建御碑亭和水文化碑廊

三河闸景区内收集明朝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精美

石刻 GN 块#大部分由原江苏省三河闸管理处副主任朱

兴华捐献% 为了保护好这些水文化的传承物#三河闸

管理所新建了两座御碑亭#分别安放了&乾隆阅示河臣

碑(&乾隆三次题字碑(#碑文记载了乾隆年间治理洪

泽湖大堤时#乾隆皇帝对工程建设的批示以及治理洪

泽湖大堤有功人员的赏赐#体现了历代统治者对水利

事业的高度重视.其他碑刻则安放在水文化碑廊内#内

容有各类记事的文字碑刻和图案碑刻#有莲笙三戟"连

升三级$'马上蜂猴"马上封侯$和镇水神兽类"貔貅$

图案碑刻#反映了劳动人民对湖平工稳的祈盼和治水

官员对仕途美好的祝愿% 碑廊和御碑亭如图 " 和图 G

所示%

图 $(碑廊

图 #(御碑亭

"HG!改造三河闸工程建设展示馆

"OJG 年 "# 月#三河闸工程举全国之力动工兴建#

"OJ$ 年 N 月建成放水#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自行

设计自行施工的大型水闸% 为了生动再现这一如火如

荼的历史场景#在原淮河下游联防指挥部办公室旧址

的基础上#改造了三河闸建设展示馆% 馆内利用声光

电技术再现当年三河闸工程建设指挥部内场景#展台

内保存很多建闸时候的珍贵文献资料以及三河闸建成

后+人民日报,对这一事件报道的报纸#真实还原了三

河闸建成后对新中国产生的重大影响和淮河儿女欢天

喜地之情% 展示馆内按照 "q"的比例复原了原三河闸

工程建设指挥部内的桌椅摆设#当时建设过程中使用

的发报机'钢笔#水利部原副部长王守强的手稿#当时

民工使用的独轮车'夯等众多工具%

"H$!巧妙结合建筑之美与传统文化#打造地标

建筑

!!为配合蒋坝镇政府最美乡村和古镇建设#三河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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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启闭机房充分考虑打造标志性景观工程#构造水

利生态之美#经过反复论证最终确定了&水上长廊(主

体工程外观设计#将桥头堡抬升成龙头形象#与 N## 多

米的启闭机长廊整体构成一条扼守洪泽湖咽喉之地的

卧波蛟龙#如图 $ 所示% 工程设计整体采用宋代建筑

风格#巧妙地把建筑之美'传统文化与工程建设结合起

来#打造了新的标志性工程外观#成为了一道壮观美丽

的风景% 三河闸集中控制室"桥头堡$共 O 层#寓意九

层之台#起于垒土#在 % 层设置观湖层#登高远眺#烟波

浩渺的洪泽湖与对岸若隐若现的老子山#构成一副&淮

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壮美奇诡的山水画% 上游右侧

翼墙设置观湖听涛平台#面对时而汹涌时而平静的湖

水#极目而望#亦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

图 %(淮河雄关,,,三河闸

"HI!零星景点点缀三河闸水利枢纽景区#做好水

利科普宣传

!!三河闸水利枢纽景区#治水遗存丰富#小景点俯拾

皆是% 在管理所的正门外俯卧着两条清代镇水铁犀

"见图 I$% 古人认为牛是力量的象征#有它们守护着

洪泽湖大堤#就能保证金堤永固% 在镇水铁犀附近整

齐地摆放着 I 只巨大的齿轮#它们是最近一次加固三

河闸工程#启闭机换下来的部件#虽然使用了 L# 多年#

但在三河闸人的精心保养'科学使用下#依然光洁如

新#已然成为社会民众了解水利科普知识的一个窗口%

在原有三河闸水文站蒸发观测场和雨量观测场#在规

划的指导下开发&蒸月荷塘(景点#利用原有池塘#在

池塘内新建混凝土平台储土#种植草皮#通过曲桥与池

岸相连#池塘内种植洪泽湖野莲花#少量的野生小鱼畅

游水中#让游人行走在曲径通幽的小道上#欣赏小桥流

水人家的雅致#同时感到浓浓的水文化气息% &刘少

奇'王光美下塌处(景点#根据当时参与接待人员的回

忆#按实物还原 "OJ% 年 O 月 GG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视察三河

闸'高良涧闸等水利工程时#下榻于此的室内陈设与日

常用品% 利用&月亮湖(的环湖步道打造亲水平台#景

区内还星罗棋布着 &望湖亭(&清风亭( &清风廊(&槭

树园(&银杏园(&入江水道零点(等众多小景点%

图 '(镇水铁犀

"HJ!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打造生态乐园

整个三河闸水利枢纽景区佳木秀而繁阴#穿行其

中#如置身鸟类乐园#高贵典雅的白鹭'聪明伶俐的丝

光椋鸟'欢快的白头鹎'文静的斑鸠等鸟类或舞于枝头

或翔于水面% 良好的生态环境#得益于三河闸管理所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管理所管辖范围内禁止任何人

"包括管理所职工和社会闲散人员$打鸟或捕捉野生

小动物.春夏清理杂草使用人工清杂#不使用农药.冬

季不采用烧荒的方式清理荒草#为小动物保留栖息地%

#(加快特色小镇建设)打造滨湖最美 % 公里

GH"!打造特色小镇

蒋坝镇隶属于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是一个具有

"I## 多年历史的古镇#是典型的因造堤而兴的集镇%

近年来#蒋坝镇政府聘请设计单位对蒋坝古镇统一规

划#按照宋代风格打造特色小镇#由政府出资#为沿街

商铺'住户统一装饰#夜景的亮化与美化也由政府出

资#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蒋坝古镇宛如人间天堂% 现

古镇内道路两旁移植了大量古树名木#为古镇增添无

限生机和厚重古朴% 蒋坝镇政府还大力宣传蒋坝美食

文化#地方名菜琳琅满目% &蒋坝鱼圆(&红烧干肠(曾

获江苏乡土名菜大赛金奖.&红烧鱼头(&油爆黄花鱼(

被淮扬美食节评为金奖% 先后举办了特有的&虎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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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海菜席( &河菜席( &百桌船帮宴(等美食推介活

动% &蒋坝鱼圆(因特殊的制作技艺申请了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GHG!精心雕刻沿堤最美 $ 公里景点

蒋坝镇对沿堤历史上形成的低矮建筑进行了整体

拆迁#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平整#拆迁段栽植景观树

木#采用大量石材铺设了沿湖散步通道% 林下和道路

两侧撒播自播繁衍花草#实现了&四季有景#四季有

花(.大堤水面设三级平台#有观光车路'荧光慢道和纤

夫道路#同时满足不同类型游客的观景需求.同时#树

木边缘和沿路区域种植了众多观花观叶树种#生态价

值丰富%

%(古堰景区精彩纷呈

$H"!信坝遗址

信坝原为洪泽湖大堤溢流坝#建于 "NJ" 年% 早期

堤防管理所在信坝遗址两端树立墨玉石底座#花岗岩

材质&信坝遗址( 标牌两处% 在迎湖侧堤肩修建广场

砖停车场一处#停车场四周种植迎春'金叶女贞等低矮

景观植物% 堤后修建一曲折青砖坡道#一端清理约

$#?#铺设马尼拉草皮% 堤后青坎地矗立一座采用砖

砌基座#黑金沙花岗岩贴面#芝麻黑花岗岩材质&信坝

遗址(简介碑% 碑的正面文字介绍了信坝遗址的历史#

碑的后面雕刻了信坝遗址历史原貌图% 为凸显这一工

程规模#管理所挖出下游翼墙前的覆土#用河砖砌筑挡

土墙#可以一目了然看清当初高大巍峨的下游翼墙%

目前简介碑材质已被古堰管理委员会更换%

$HG!周桥大塘遗址

公元 "%GI 年农历 "" 月 "G 日#因冰凌和暴风#周

桥息浪港大堤决口#冲成近 GN?深的大塘% 公元 "%$#

年#开始筑长 N$I?#宽 G$?的内堤#将大塘围住#并用

条石砌成外堤#以保障大堤的安全% "OJ# 年#为根除

隐患#政府特拨专款#并组织千余民工#将大堤旧石堤

拆除#新砌石工墙于塘四周% G##J 年 % 月 N 日#江苏省

洪泽县东双沟段陡降暴雨#石工墙轰然倒塌% 倒塌的

堤段长 I%HJ?#宽度 #HJ PGH#?% 周桥大塘石工墙砌

筑技艺科学#受力合理#石工墙除本身结构外#墙后还

有砖柜减载平台% 堤防管理所为防止这一伟大的工程

遭到继续破坏扩大#在越堤未破坏段增设隔离子堤#以

保障行人车辆安全% 后倒塌段石工墙由地方政府出资

修复#散落民间的石工墙后砖柜河砖也大部分追回#用

于修复工程% 大塘上游立有毛泽东主席手书的&一定

要把淮河修好(石碑"见图 J$#不远处有陈毅+夜渡洪

泽湖,诗文碑刻"见图 L$%

图 /(毛主席题字碑刻

图 ,(陈毅-夜渡洪泽湖.诗刻

$H$!洪泽湖碑

洪泽湖碑立于洪泽湖大堤迎水侧堤肩#碑上&洪泽

湖(三个字采用毛体字#此处是远眺洪泽湖最开阔处#

从这里看湖#一望无际'水天一色% G##O 年 I 月时任国

家副主席视察洪泽湖就是从此碑处下车沿着碑后的小

路走到洪泽湖湖边% 现景点已经改造#坡道和到湖边

的小路已经用石材进行了重新铺砌#防浪林台种植大

量耐湿景观植物%

)"()



$HI!渔人湾

渔人湾景点"见图 N$地方政府开发较早#景点内老

柳树保留#由于年代久远很多老树半枯半荣#景点开发

者加以了保护#老树造型古怪奇特#充满了历史沧桑感%

早期景点内只有&悬湖竹寨(酒楼一座#自 G##N 年以来#

洪泽区政府上马了&船菜坊(项目#扛着&吃湖鲜#赏湖

景(招牌#吸引四方游客% 景点开通了古堰景区直达大

墩岛"泽国寺$游船#开设了快艇冲浪项目'湖滨浴场项

目#每年还举办冬泳活动攒人气% 古堰管理委员会利用

观景平台下的空间#新建了&金堤永固(廉政教育基地#

介绍历代治理水利的先贤与贪官#在欣赏湖滨美景的同

时#接受一次中华民族治水史和廉洁从政教育%

图 .(渔人湾

$HJ!水釜城

水釜城南北各一座牌坊#"% 段建筑群#贯穿其中

的还有 IG 座桥梁'"J 座小岛% 水釜城有文化的传承#

中国印博物馆是水釜城特色最明显的文化景观% 她设

在水釜城中的观景阁#阁底宽大#阁体宏伟#是水釜城

中最高的建筑% 观景阁内部呈&回(字形#就像一枚中

国印% 馆体建筑面积有 L## 多 ?

G

#展出了中国历朝历

代官印'历代帝王玉玺等 "G## 多枚% 洪泽湖渔文化博

物馆通过现代化科技声'光'电等技术集中展示了洪泽

湖渔民民俗风情'生活习俗'渔业工具'美食文化以及

洪泽湖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水釜城也是美食的天

堂#城中有一座座特色饭店!周艺虾府'烟波渔港'春芳

居酒家'广礼农家乐'怡然居大酒店等#名闻遐迩的湖

八鲜引来了无数的国内外食客#把酒临风'怡然自得%

水釜城还是三五好友休闲游乐的好去处#景区内打造

全国最大&掼蛋乐园(#建筑分为上下两层#总面积

$OLJ?

G

#内部可容纳 "IJ 桌 J%# 人同时进行掼蛋比赛#

乐园内不仅可以进行掼蛋比赛#还兼具演播厅的功能%

水釜城夜景如图 % 所示%

$HL!欢乐园

洪泽湖欢乐园由中浦公司出资建设#园内设旋转

自由落体机'旋转飞椅'往复式过山车'激流勇进'GI

人大摆锤44惊险刺激% 新鲜好玩的欢乐园在碧波荡

漾的湖水和葱郁林木'烂漫鲜花的映衬下#勾勒出一幅

梦幻般的乐园美景图% 徜徉千年古堰#遥望落日余晖#

体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美意

图 H(流光溢彩水釜城

境% 乐园开放之日#喊出&南有苏州乐园#北有洪泽湖

乐园(口号%

目前#古堰景区已封闭管理#机动车辆禁止入内#

景区内空气清新#N###-?

G 的省级生态公益林是名副

其实的天然氧吧#已成为洪泽区市民休闲'锻炼'健身

的好去处%

'(结(语

为了开发与保护好洪泽湖大堤旅游资源#江苏省

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处与洪泽区政府'蒋坝镇政府通

力合作#在&坚持洪泽湖大堤防洪功能不改变'工程管

理职能不削弱#大堤的管理主体地位'工程属性'土地

性质不能变(的基本原则下#三方主动沟通#水管单位

依法监管#建设单位依法审批建设#整个景区投入已达

"$亿元"不含水管单位建设投资$#一个集水文化体验'

美食休闲为一体#功能齐全的大景区格局正在形成%

!

)#()

李志荣等K洪泽湖大堤工程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