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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即将迎来 65 岁华诞之际，从南水北调工程传来喜讯，中线穿黄隧洞充水试验取

得圆满成功，这预示着今年汛后丹江口水库的清水将如期实现北送的目标，为干渴的北方城

市解渴。

与此同时，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宣布，长江上游出现的今年第 2 个编号洪水，

在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钢铁长城般的守护调配下，有条不紊、滚滚东流。

南水北调工程、三峡工程，书写在江河大地上的两项世纪工程，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官厅水库、三门峡水利枢纽，以及后来的黄河小浪底、治淮工程等，共同构筑起新中国防水治

水用水的大坝，描绘出共和国水利工程的崭新篇章。

守卫江河筑安全屏障

时值汛期，家住湖北省沙市解放路
的唐昌嗣晚饭过后和家人一起到长江边
消暑纳凉。“过去，一到汛期我们就要在
大堤上寻堤查险，哪像现在这样清闲
呀！”在水边长大的人深知洪水的无情，
家园、财产，甚至生命都可能随着一场大
水消逝。

是三峡工程的兴建，让唐昌嗣告别
了一到汛期就提心吊胆的日子。作为治
理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三峡工程让
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由十年一遇提高到
百年一遇，有效保护了江汉平原和洞庭
湖地区 1500万人口和 2300万亩良田。

翻开历史记载，不仅是长江，黄河、
淮河、松花江⋯⋯都有过洪水肆虐的过
往。据水利系统的老人回忆，新中国成
立以前，偌大的国土上只有 22 座大中型
水库，江河堤防仅 4.2 万公里，许多江河
都缺乏控制性工程，监测预报等手段更
是几近空白，给洪水留下了可乘之机。

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后，看看现在
的改变：长江，有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水利枢纽三峡工程镇守；黄河，有小
浪底水利枢纽将下游防洪标准从原来约
60 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除此以
外，我国还修建各类水库 9.8 万座，建成
江河堤防超过 41 万公里，形成了以水
库、堤防、蓄滞洪区为主体的拦、排、蓄、
分相结合的防汛抗旱工程体系，我国彻
底摆脱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年一小灾、
三年一大灾”的局面。

水治则天下宁。如今，一座座枢纽、一
道道堤防，守卫了江河安澜，也筑起了保障
民生、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屏障。

浇灌沃野绘丰收图画

站在淠史杭灌区横排头枢纽工程的大
坝上，只见清水沿着淠河总干渠源源流向
远方。“淠河总干渠横跨皖中，像一条‘大动
脉’把水输向广阔的农田。”淠史杭灌区管
理总局总工程师王代林介绍。淠史杭灌区
是新中国兴建的最大灌区，有效灌溉面积
已突破 1000 万亩，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重要基石。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自古以
来，粮食安全都是事关全局发展的大问
题。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田水利是确保
粮食安全的根基。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我国的农田
水利设施十分脆弱，仅有 22 座大中型灌溉
水库、7.1 万千瓦的机械排灌动力、2.4 亿亩
的灌溉面积，无法抗御频发的自然灾害，
1.1 亿吨的粮食年产量填不饱 4 亿人的
肚子。

改变靠天吃饭的面貌，夯实农业生产
的基础，65 年来，党和政府把农田水利作
为水利工程建设的重中之重，淠史杭等大
型灌区和大型水库相继开工兴建，中型工
程更是遍地开花，大量的小塘堰、小水坝和
难以计数的田间工程覆盖农田。特别是近
些年来，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仅从去年
以来，就开工建设了 19 处大中型灌区，并
对 90处大型灌区、303处中型灌区和 61处
大型灌排泵站完成了更新改造规划投资，
新增恢复灌溉面积 2450 万亩，改善灌溉面
积 7000 万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210 亿
公斤。

水利命脉保粮食安全，汩汩清水注入
沃野，浇灌出粮食丰收、富足秀美的图画。

交织水脉输发展活力

今年入夏以来，河南省中西部和南部
地区发生了严重干旱，其中平顶山市遭受
了建市以来最严重的旱情。紧急关头，河
南省防指请示国家防总，“能不能在南水
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前，先利用总
干渠从丹江口水库向平顶山市实施应急调
水？”8 月 18 日，跋涉 240 公里的清水汇
入平顶山市的白龟山水库。

北方的缺水问题由来已久。为解北方
之渴，经过长期周密的论证，我国决定将
南水北调的伟大构想付诸实践，构建水资
源“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新格局。

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解决水资
源时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不均，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受制于水资源供给能力的问题，
水利部门建设一批大型调水工程，从引黄
济青、引滦入津、东深供水，直到今天的
南 水 北 调 工 程 ， 在 水 利 史 上 书 写 多 项
纪录。

事实证明，调水工程使水资源在更大
时空范围实现了优化配置。已经通水的南

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供水范围涉及江
苏、安徽、山东的 21 个地级市和 71 个
县市区，即将通水的中线一期工程面向
北 京 、 天 津 在 内 的 19 个 大 中 城 市 及
100多个县市供水。

据测算，仅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
期工程就能让 1.1 亿人直接受益，每年
增加经济效益 500 多亿元。除此以外，
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后可以让北方地下水
超采的局面得到缓解，遏制水生态恶化
的趋势。

可以看到，一张日渐庞大的“中华水
网”正在神州大地铺开，将宝贵的水资源
和发展的活力输送到四面八方。

在新高点上树立新思路在新高点上树立新思路
瞿长福

□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 1997年11月，三峡工程顺利实现大江截
流。

□ 2003年 6月，三峡工程实现135米蓄水、
双线五级船闸试通航、首批机组发电三大目标。

□ 2003年6月，三峡至常州直流输电工程投
入运行。

□ 2005年 9月，三峡左岸电站14台机组全
部投产发电。

□ 2006年10月，三峡水库实现156米水位
初期蓄水目标。

□ 2009年12月底，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建设
任务如期完成。

□ 2012年7月，三峡工程32台70万千瓦机
组全部投产发电。

在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工地在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工地
上上，，有无数建设者在各自的岗有无数建设者在各自的岗
位上忙碌着位上忙碌着，，井书光就是其中井书光就是其中
一员一员。。

在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建在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建
设管理司工作的井书光主要设管理司工作的井书光主要
负责工程管理工作负责工程管理工作。。井书光井书光
经常奔波在工程一线和各相经常奔波在工程一线和各相
关部门之间关部门之间，，每天要处理大每天要处理大
量的沟通协调工作量的沟通协调工作。。为加为加
强管理强管理，，井书光经过深入井书光经过深入
工程建设现场调研工程建设现场调研，，提出提出
建立中线干线工程建设进建立中线干线工程建设进
度办省和办部间联席会议度办省和办部间联席会议
制度的建议制度的建议。。这些建议这些建议
经国务院南水北调办领经国务院南水北调办领
导同意后实施导同意后实施，，有效推有效推

进了进了 10161016 座跨渠桥梁和座跨渠桥梁和 3939 处大处大
型铁路交叉等关键工程的建设进型铁路交叉等关键工程的建设进

度度，，为主体工程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主体工程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南水北调工程每向前推进一步南水北调工程每向前推进一步，，都有许许多都有许许多

多多““井书光井书光””在背后推动在背后推动。。资金短缺了资金短缺了，，跨渠跨渠
桥梁就要面临停工桥梁就要面临停工，，施工环境处理不好施工环境处理不好，，工程工程
建设就会受到影响建设就会受到影响，，工程越是深入工程越是深入，，越多琐碎越多琐碎
的细节需要及时处理的细节需要及时处理。。联席会议制度实施后联席会议制度实施后，，
井书光积极主动争取了外部的支持协调井书光积极主动争取了外部的支持协调。。他充他充
分利用联席会分利用联席会、、进度协调会进度协调会、、月度会商会等机月度会商会等机
制制，，会同相关单位和部门对这些问题协调会同相关单位和部门对这些问题协调、、解解
决决、、跟踪督跟踪督办办。。

““南水北调沿线有一些与铁路交叉的工程南水北调沿线有一些与铁路交叉的工程，，
如石太引铁路暗渠如石太引铁路暗渠、、平顶山西铁路暗渠等平顶山西铁路暗渠等，，因为因为
工程交叉工程交叉，，需要跨部门调度需要跨部门调度，，一批卡脖子工程难一批卡脖子工程难
以推进以推进。”。”井书光说井书光说。。

为了督促铁路交叉工程施工进度为了督促铁路交叉工程施工进度，，井书光想井书光想
方设法组织协调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业务部门方设法组织协调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业务部门，，
召开协调会和约谈会召开协调会和约谈会。。接触过井书光的人都说他接触过井书光的人都说他
是个急性子是个急性子———急现场所急—急现场所急，，急一线所急急一线所急，，尽职尽职
尽责尽责，，主动服务主动服务。。

让井书光着急的事一件接一件让井书光着急的事一件接一件：：在南水北在南水北
调工程中调工程中，，膨胀土膨胀土、、高填方等世界性技术难题高填方等世界性技术难题
考验着所有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考验着所有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井书光又开井书光又开
始琢磨南水北调科技攻关始琢磨南水北调科技攻关，，让科研项目对接工让科研项目对接工
程建设程建设。。在他的组织督促下在他的组织督促下，，有关单位开展了有关单位开展了

““十二五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膨胀土和高膨胀土和高
填方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填方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研究研究，，技术人员夜技术人员夜
以继日进行技以继日进行技术攻关术攻关，，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
一一破解一一破解。。

在即将到来的在即将到来的 1010 月下旬月下旬，，南水北调中线通南水北调中线通
水水，，井书光希望井书光希望，，人们的努力化作一泓清泉北人们的努力化作一泓清泉北
去去，，让北方百姓的生活更加甘甜让北方百姓的生活更加甘甜。。

只为南水北调一路畅通
本报记者 杜 芳

只为南水北调一路畅通
本报记者 杜 芳

站在新中国成立站在新中国成立 6565 周年的时间节周年的时间节

点点，，回首水利事业发展的一江春水回首水利事业发展的一江春水，，从南从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即将水润北方水北调中线工程即将水润北方，，回溯到新回溯到新

中国建设的第一个水利工程湖北荆江分中国建设的第一个水利工程湖北荆江分

洪工程洪工程，，我们走过了辉煌的治水用水历我们走过了辉煌的治水用水历

程程：：从防灾减灾从防灾减灾，，筑牢安全屏障筑牢安全屏障，，到兴修水到兴修水

利利，，夯实发展基础夯实发展基础；；从依法治水从依法治水，，坚持改革坚持改革

创新创新，，到科学探索到科学探索，，完善治水方略完善治水方略，，既有新既有新

中国水利事业的万丈豪情中国水利事业的万丈豪情，，更显示了新中更显示了新中

国水利事业的崭新高度国水利事业的崭新高度。。

我国地形地势地貌复杂我国地形地势地貌复杂，，山区平原山区平原、、

旱区涝区重叠旱区涝区重叠，，大江大河大江大河、、区域性流域与区域性流域与

河湖交汇河湖交汇，，防汛抗旱防汛抗旱、、航运电力航运电力、、人畜饮人畜饮

水水、、生态安全多重并举生态安全多重并举，，可以说可以说，，6565 年来年来

水利事业经受了最紧迫水利事业经受了最紧迫、、最艰难最艰难、、最光荣最光荣

的考验的考验。。

治水功效在岁月的河流中延绵不绝治水功效在岁月的河流中延绵不绝。。

从从““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到到““一定要把淮一定要把淮

河治好河治好”，”，曾数次发生特大洪水直到曾数次发生特大洪水直到““高峡高峡

出平湖出平湖””改写洪水改写洪水历史的长江历史的长江，，新中国浩新中国浩

大繁重的水利事业真正做到了兴水利大繁重的水利事业真正做到了兴水利、、保保

安澜安澜、、促发展促发展。。

治水思路在艰苦的实践中与时俱治水思路在艰苦的实践中与时俱

进进。。从从““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到到““给给

水以出路水以出路，，人才有出路人才有出路”，”，从工程水利从工程水利、、资资

源水利到生态水利源水利到生态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新新

中国在实践中尊重自然中国在实践中尊重自然、、认识规律认识规律、、推进推进

人水和谐人水和谐、、生态文明的治水方略与思路生态文明的治水方略与思路，，

使水利事业走向新高点使水利事业走向新高点。。

新高点既是水利实践的成功映照新高点既是水利实践的成功映照，，也也

是水利事业在新形势与新背景下面临的是水利事业在新形势与新背景下面临的

新考验与新挑战新考验与新挑战。。

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现实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现实，，需要我们加需要我们加

快节水型快节水型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我国年缺水我国年缺水500500多亿多亿

立方米立方米，，缺口超过缺口超过 88%%，，有的省份有的省份 7474%%多的多的

用水靠地下水用水靠地下水，，已形成惊人的已形成惊人的““漏斗漏斗”。”。水水

生态严重损害的现状生态严重损害的现状，，表明推进生态治理表明推进生态治理

刻不容缓刻不容缓。。据统计据统计，，建国后因围垦消失的建国后因围垦消失的

天然湖泊近天然湖泊近10001000个个，，19901990年以来湖泊湿地年以来湖泊湿地

减少减少88万多平方公里万多平方公里。。水环境严重污染的水环境严重污染的

状况状况，，使我们在水安全面前再不能行动迟使我们在水安全面前再不能行动迟

缓缓。。调查显示调查显示，，全国全国 4040%%左右的河湖严重左右的河湖严重

污染污染，，还有还有11亿多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亿多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

面对严峻的现实面对严峻的现实，，已有的成就既是我已有的成就既是我

们迎接新挑战的信心与力量们迎接新挑战的信心与力量，，更是我们树更是我们树

立新理念立新理念、、确立新思路确立新思路、、拿出新举措的重拿出新举措的重

要基础要基础。。更加坚持节水优先更加坚持节水优先、、更加坚持人更加坚持人

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原则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原则、、更加坚持更加坚持

山水田林湖统筹治理原则山水田林湖统筹治理原则，，是新形势下治是新形势下治

水新思路的重要内容水新思路的重要内容。。比如目前全国农比如目前全国农

田有效灌溉面积田有效灌溉面积 99..3737 亿亩亿亩，，有效利用系数有效利用系数

00..5252，，比世界先进水平低比世界先进水平低 00..11 至至 00..33，，如果如果

能提高能提高 00..11，，就能省下就能省下 300300 多亿立方米的多亿立方米的

水水，，相当于三峡水库库容相当于三峡水库库容；；比如在涵养水比如在涵养水

源方面源方面，，既要采取必要的工程型措施既要采取必要的工程型措施，，但但

也不能只把眼睛盯在这方面也不能只把眼睛盯在这方面，，还要从修复还要从修复

破损的生态入手破损的生态入手，，统筹上下游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左右岸、、地地

上地下上地下、、城市乡村的水资源开发与涵养城市乡村的水资源开发与涵养。。

新高点对水利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新高点对水利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新

思路将谱写出水利事业新的美丽篇章思路将谱写出水利事业新的美丽篇章。。

①三峡大坝全景。 雨 佳摄

②丹江口水库。

本报记者 张 雪摄

③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干渠

段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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