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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渠清水，承载着甘与
苦、泪与汗。南水北调这项
世纪工程的背后，凝结着数
以万计建设者的智慧心血和
辛勤汗水。十余载建设，一
个个世界级工程难题，摆在
南水北调建设者们的面前，
上演着一幕幕呕心沥血、攻
坚克难的故事。

与传统的水利工程不
同，南水北调工程是水利学
科与多个边缘学科交叉的前
沿领域。南水北上，一路要
穿山越岭，大到一条黄河、一
座城市，小到公路、河道、管
线。这一路，南水北调攻破
了数不胜数的重大技术难
题，其规模及难度国内外均
无 先 例 ，也 创 下 多 个 世 界
之最。

穿黄隧洞工程是东线咽
喉，“穿黄不通，千里无功”。
国内外从无先例，怎么办？
自己攻关、自己创新。“关键
时刻冲得上，这就是使命！”
正是这敢闯敢试的创新精
神，才创造了史上第一个穿
越黄河工程，才能让长江水
滚滚北上。调研中工作人员
说，中水五局东线穿黄隧洞
工程项目部原经理王金庭是
第一代“穿黄人”，早在 1984
年，就来到了穿黄隧洞的工
程现场。而在上世纪九十年
代末，他的儿子王永胜水利学校毕业后，接过父亲手
里的接力棒，也来到了穿黄隧洞的工程一线。在南
水北调工程中，像这样的父子，还有很多。

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广大建设者勇于创
新，敢闯敢试。全力开展技术攻关，蹚出一条突破常
规的创新之路，展示出南水北调的自主创新能力。
这离不开他们的矢志创新、昼夜奋战。

调研中遇到许多工程师都自称“南水北调的老
人”，自开工之日起，就一直奋战在一线。说起这些，
他们的语气中更多是自豪和担当：“既然干这份工
作，就容不得丝毫懈怠。对工程负责就是对国家、对
百姓负责。”由于南水北调工程的泵站、库区大多在
郊区，偌大的厂区内，常常只有运转的泵机陪伴。一
线工作人员要实时监控参数，保证设备正常运行；要
定期维护机器，随时查看厂区情况等。这是日复一
日的责任，容不得任何差错。

一路走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广大建设
者，就没有南水北调。而他们却说：“这辈子能参与
南水北调工程，值了。”呕心沥血，无怨无悔。南水北
调工程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水利丰碑，而这丰碑的基
石，正是千千万万的南水北调建设者们，是他们攻坚
克难、甘于奉献的精神。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已经三周年。
3年来，工程历经试通水、试运行、正式运行，圆

满完成 3 个年度的调水任务，累计抽引江水 187.66
亿立方米（含新增供水量）；累计调入山东省水量
10.91 亿立方米，年均增幅近 100%，2016—2017 年
度计划调入山东省水量为 8.89 亿立方米，可达设计
调水量 65.7%，供水量逐年大幅提升。3 年来，工程
运行安全平稳，水质稳定达标，有效提升了沿线城市
的供水保证率，工程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及其战
略作用正日益凸显。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主要是为黄淮海平原东
部和胶东地区，涉及江苏、安徽、山东 3 省的 71 个县

（市、区），补充城市生活、工业和环境用水，兼顾农
业、航运和其他用水。工程利用江苏省已有的江水
北调工程，逐步扩大调水规模并延长输水线路，从长
江下游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
运河及与其平行的河道逐级提水北送，并连接起调
蓄作用的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出东平湖
后，分两路输水：一路向北，在位山附近经隧洞穿过
黄河，输水到达鲁北；一路向东，通过胶东输水干线
到达威海。

工程调水主干线全长 1467 千米，长江至东平
湖 1045.4 千米，黄河以北 173.9 千米，胶东输水干
线 239.8 千米，穿黄河段 7.9 千米，沿线通过 13 个梯
级泵站逐级提水北上，总扬程 65 米。江苏段总长
404 千米，沿线 9 个梯级泵站，山东段全长 1063 千
米，沿线 7 个梯级泵站，分为南北、东西两条输水干
线，其中南北干线长 487 千米，东西干线长 576 千
米，构建起了“T”字形输水大动脉和全省骨干水网
体系，设计抽江水量达到每秒 500 立方米，年平均
净增供水量 36.01 亿立方米，其中江苏省 19.25 亿
立方米，安徽省 3.23 亿立方米，山东省 13.53 亿立
方米。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 3 年的调水，大大缓解
了苏、鲁水资源短缺矛盾，而且还打通了长江水的调
水通道，构建起了长江水、黄河水、当地水联合调度、
优化配置的骨干水网，有效增加了特殊干旱年份水
资源的供给保障能力，其战略作用凸显。

（闫伟奇整理）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规划分
三期实施，第一期工程设计抽
江水量达每秒 500 立方米，年
平均净增供水量 36.01 亿立方
米。通水三年来，东线一期工
程累计抽引江水 187.66 亿立
方米（含新增供水量）。

“ 今 年 的 水 库 水 位 是
129.9 米 ，达 到 了 历 史 最 高
值。”站在山东济南市卧虎山水
库前，济南市南水北调局调度
保护处处长姜鸿翠向记者介绍
说，这一成绩得益于南水北调
工程，仅 2015－2016 年度东
线入库水就有2500万立方米，
让今年的济南城再现百泉齐涌
的美丽景观。3 年来，调入山
东省的水量已累计约 11 亿立
方米，年均增幅近 100%，供水
量逐年大幅提升。

然而，“南水”引来前，旱灾
居山东省各种自然灾害的首
位。南水北调东线山东干线公
司副总经理高德刚回忆说，
1999年至2002年，山东连遭4
年大旱，胶东半岛所有水库几
乎不见一滴水，南四湖干涸见
底，城乡供水全面告急。十年
九旱，生态脆弱，年用水缺口约
40 亿立方米，是制约山东发展
的最大“瓶颈”。为此，南水北
调东线一期工程特向山东胶东
半岛延长了704公里的输水线
路。山东，也因此成为南水北

调东线一期工程的重要受益者。
而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的另一个受益地是江

苏省，受益人口达 4000 多万人。南水北调东线江
苏水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松柏介绍，江苏省水分布
的特点是中国水分布的缩影，苏南水丰，苏北多旱
灾。“南水”的引入加速了苏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特点，是水往高处流。上
世纪 70 年代，江苏省就引长江水北上，初步建成了
江水北调工程体系，来支援苏北。李松柏告诉记者，
东线工程就是在江苏省已有的江水北调工程基础
上，逐步扩大调水规模并延长输水线路。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规划总长1467公里，沿线海
拔最高点是山东境内的东平湖。长江水经 13 级泵
站逐级提水北上 65 米后，才能从东平湖开始，形成
自流，实现向冀、津地区和胶东半岛供水。

这一路上，大型提水泵站，中水截蓄导用工程，
T字形调水干线，南四湖整治疏浚，穿黄隧洞⋯⋯多
个节点工程，结合京杭大运河古航道，建起一条崭新
的输水大动脉。

黄河，是南水北调的必经之河。一条黄河将向
北的通道拦腰截断，南来之水，如何穿越黄河继续北
上？“穿黄隧洞”顾名思义，就是要在黄河的河床下，
打通一条贯通南北的输水通道，这一工程因此被誉
为“东线咽喉”。

2010 年 3 月 25 日，随着一声轰鸣，穿黄隧洞成
功实现南北贯通。在这里，北上的长江水与东去的
黄河水，呈现出历史上第一次立体交叉。

其实，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需要穿越的不仅是黄
河，小到各种管线、公路，大到一座城市，都需要在设
计、施工时逐一研究，寻找最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
案。济南，就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需要穿城而过的
一座城市。往来于小清河两岸的人们或许并不清
楚，在他们的脚下，隐藏着一条规模庞大的地下
涵洞。

江水奔流北上，关键在提升水位的泵站群。位
于苏鲁两省边界的台儿庄泵站，是南水北调东线由
江苏进入山东的首个工程项目，也是长江水进入山
东的第一关。从东平湖开始，长江水顺地势自流，一
路北行，穿越黄河后可以为鲁北、河北、天津和北京
地区供水；一路向东，直抵胶东半岛的最东端——威
海。这条南北长 487 公里，东西长 704 公里的“T”
字形输水大动脉，每年可调引长江水 13 亿立方米，
山东13个地级市，68个县、市、区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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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工程背后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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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东线通水三年

沿 线 城 市 供 水 有 保 证

潺 潺 南 来 水 千 里 润 北 国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通水三周年调查

本报记者 闫伟奇

南水北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

水工程，规划了东、中、西三条调水线

路，分别从长江的上中下游取水，分三

路向西北、华北、华东等地区供水。

今年11月15日，是南水北调东线

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三周年的日子。

3年来，调水沿线治污情况如何？

受水人是否喝上了放心水？从劣五类水

到一渠清水的背后说明了什么？给沿线

居民带来了哪些实惠？近日，记者随南

水北调东线总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前往

江苏、山东等地探访湖区、泵站，对南

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进行实地调研，就

以上问题一一寻找答案。

南水北调东线除了输水，给沿线
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毫无疑问，
就是生态环境的改善。

通水之前，社会上对于“南水北
调”的生态问题十分关注。记者在江
苏、山东等地采访时了解到，近年来，
随着沿线生态环境的改善，南水北调
东线工程流域内的生物多样性显著增
强。尤其是被称为“酱油湖”的南四
湖，已经脱胎换骨，成功跻身全国水质
优良湖泊行列。目前，在南四湖、东平
湖栖息的鸟类就达 200 多种，曾经绝
迹多年的小银鱼、鳜鱼、毛刀鱼等对水
质要求比较高的鱼类也再度重现。

湿地，因其具有极强的污染降解
功能，被誉为“地球之肾”。在修复生
态和保护环境方面，湿地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山东省南水北调建设管
理局副局长罗辉说：“湿地就像是纯天
然的污水处理厂。山东所有企业的达
标废水在进入南四湖之前，必须流经
最后一道防线——湿地进行再净化。”

山东南水北调“治用保”的流域治

污策略中，“保”就是生态修复与保护，
而湿地是实施这一策略的最大功臣。
通过在重点排污口下游、河流入湖口
等地，修复自然湿地，建设人工湿地水
质净化工程，形成沿河环湖大生态带，
进一步增加环境容量，改善生态环境。

“十二五”以来，仅济宁市就建设
和修复人工湿地 42 处、23 万亩，水质
净化能力达到每天 50 万吨。刘云廷
介绍说，河水污染物如果通过湿地再
注入湖中，污染物含量会再衰减一
半。“我们在湿地里种植一些沉水植
物、浮水植物和挺水植物，对水体氮、
磷的去除率达到 60%以上，出水能够
基本达到三类水质要求。”

来到济南卧虎山水库，一幅幅摄
影作品展示着山水间的美景。“夕阳西
下时，到湖面拍几张片子，那感觉是如
痴如醉。就算是用手机拍，不用修图，
每一张也都是美景大片。”卧虎山水库
管理处副主任钱伯宁说。水库如今已
经是济南城区居民休闲度假的好去
处，秀美的风景也吸引了大批的摄影

爱好者。
芦苇随风摇曳，白鹳等珍稀鸟类

翩翩起舞，江苏宿迁市的 75 万亩洪泽
湖湿地格外热闹。沈健说：“渔民进一
尺、湿地退一步，过度养殖曾一度严重
危害洪泽湖湿地的生态环境。今天的
生态环境是经历了多年的努力才得以
实现。”

江苏扬州市江都区地处长江、淮
河、京杭大运河交汇处，也是南水北调
东线水源地，素有“源头”之称。当地
政府花大力气开展清水活水工程、综
合治水工程，擦亮了“源头水源地”这
张名片。

一渠清水一路向北，大河两岸遍
地生花。这一渠清水、这一路风景来
之不易，背后是受水地和供水地数以
万计人们的携手努力。

“南水北调工程，从来就不是一劳
永逸的。”沈健在谈到目前东线已经取
得的生态成果时说，要保证东线输水
干线水质持续稳定达到地表水环境质
量Ⅲ类标准，始终任重道远。

深秋时节的南四湖，碧波荡漾，芦
苇丛生，生态之美引人入胜。望着此
景，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鱼虾绝迹，污
水横流的“死湖”、“酱油湖”。而让南四
湖“起死回生”的 10 年漫漫治污路，也
正是南水北调东线治污的一个缩影。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成败关键在水
质。如果水质不达标，一切都是白忙。

在工程建设之初，国务院就明确提
出“三先三后”原则，即：先节水后调水，
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那么，长
达上千公里的“清水廊道”能否建成？东
线治污又为何被称为“世界第一难”？

南水北调东线总公司副总经理由
国文向记者介绍，2002 年东线工程启
动时，调水沿线水质污染十分严重，甚
至有人怀疑，南水北调会不会成为污水
北调。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东线的成败
在治污，关键在山东，重点在南四湖。

此话不无道理，南四湖是南水北
调东线重要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
涉及苏鲁豫皖 4 省 32 县，流域面积
3.17万平方公里。

然而，当时的南四湖流域内遍布着
数百家污水排放企业。53条入湖河流，
鱼虾全部绝迹，湖区水质全面呈劣五
类，局部湖区 COD 甚至高达每升上千
毫克。“当时流域沿线的企业污水直接
排放，水黑得可以直接当墨水，奇臭无
比。”高德刚告诉记者，按照国家南水北
调工程治污规划，通水之前必须将沿线
污染治理好，使东线工程输水干线全线
水质达到地表水三类水质标准。

从劣五类水变三类水质，这需要
削减污染负荷 80%以上，COD 控制在
每升 20 毫克以下，这一治污难度举世

罕见，甚至被一些专家视为流域治污
“世界第一难”。

治污，必经转型之痛。首先要解
决的就是确保水质安全和当地经济发
展的“矛盾”。要倒逼当地企业调整结
构，避免不了转型升级的阵痛。

山东省济宁市环保局副局长刘云
廷以山东造纸业为例，向记者介绍：

“10 多年前，山东省内造纸厂 700 多
家，排污量占全省排污总量的 70%以
上。一家造纸厂就能染黑一条河，是
很大的环保困扰。对此，山东采取的
办法是，制定远高于国家行业的排放
标准，用标准去倒逼造纸行业转方式
调结构。”

山东省制定了全国第一个流域性
排污标准，其中 COD 排放标准最高严
于当年国家行业标准6倍多，氨氮排放
标准最高严于国家行业标准7倍，并且
统一用流域性排放标准，取消了行业
污染排放的“特权”。这一近乎苛刻的
地方标准不仅逼停了许多污染严重的

“小土”企业，也倒逼一家家大企业纷
纷升级生产工艺，开始了壮士断腕般
的环保治污自我革命。

经过改造，山东造纸业产能不降
反升，变成低耗能、重环保的绿色产
业，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而在国家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考核中，山
东连续九年排名第一。据当地有关部
门测算，一系列治污措施推动产业结
构升级提前了十几年。

作为十几年来东线治污的见证
人，刘云廷对于结构调整对治污的贡
献感慨颇多：“经过治污，山东的造纸
业没有被治垮，反而升级了，污染物也

大大下降。山东兖州太阳纸业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它不仅在全国的市场
占有份额大大提升，还拥有了更先进
的生产和减排技术。现在它已经走出
国门，去美国建厂了。”

其实，东线治污，难的不仅是南四
湖。由于东线处于经济较发达的东部
地区，又是主要利用现有的京杭运河
输水和湖泊调蓄，因此各省的治污任
务都很艰巨，也各具特色。

江苏的做法则是按照“清污分流”
和“节水减排”的治污理念，规划实施了
一批深化治污项目，主要包括尾水资源
化利用及导流工程，断面水质自动监测
站网建设等。“过去靠水吃水，沿途的散
货小码头较多，油污和生活污水对水体
污染严重。”江苏省南水北调办公室处
长沈健介绍，江苏对航运污染进行综合
治理，对危险品运输更是按照《南水北
调工程供水条例》有关规定禁航，这是
必须守住的红线。“为了治理面源污染，
江苏还专门设立了水产品养殖禁养区、
限养区和集中区，并对养殖区废污水进
行专项治理。”

江苏、山东两省以壮士断腕的勇
气，强力扼污，关停不合格企业，积极
引导产业转型，决不让污染源死灰复
燃。当地还推行环保问责制和一票否
决制。“去年，江苏仅因为南水北调被
一票否决的重大建设项目就有17个。”
沈健告诉记者。

经过十多年来坚持不懈的流域治
污和生态保护，东线工程沿线流域水环
境质量得到全面提升，输水干线水质达
到地表水三类标准，昔日臭气熏天的臭
水沟变成了清澈见底的生态廊道。

一渠江水

永续北送

重典治污 产业升级

同饮一江水 共圆生态梦

右图 山东济南卧虎山水库计算机自动化
监控系统。

上图 南水北调东线江

苏省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第四

抽水站泵机。

右图 南水北调东线山

东段二级坝泵站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