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抑洪水而天下平。2008年，世界上最
大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主体工程基
本完成。

自此，三峡上游，洪流滚滚，一泻千里；
大坝下游，波澜不惊，一派安澜。三峡工程
的成功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面对长
江洪水“逆来顺受”的历史，由“人力治江”
进入“工程治江”时代，疏通了长江黄金水
道的“血管”，为长江增添了生态底色，谱写
出人水和谐新篇章。

百年圆梦，拦洪削峰护安宁

站在三峡工程大坝的坝顶，凭栏眺望，
青山绿水间重岩叠嶂，滔滔江水奔涌向前，
游客们纷纷留影纪念。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三峡工程兴建
前，荆江河段防洪标准十年一遇，超过5.67
万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就会带来荆江告急、
长江告急。1954 年和 1998 年，长江两次
爆发全流域性特大洪水，百万军民上堤抗
洪抢险，但长江中下游仍然遭受重大经济
损失和人员伤亡。

如何解决荆江河段“地上悬河”这一心
腹大患，维护长江安澜，牵动着一代代中国
人的心。早在1919年，孙中山在《实业计
划》中就提出了在“三峡建坝”的设想。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追求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奇迹般地
将这一梦想一步步地变成现实。

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经过几
十年反复论证，1994 年，举世瞩目的长江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1997 年大
江截流，三峡工程一期完成。2008年三峡
工程主体工程基本完成。

“防洪是三峡工程的主要功能，也是
兴建三峡工程的首要目的。”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林初学介绍

说，三峡水库运行以来，开始逐步发挥防洪
效益。2008年后，经历了多次洪水考验，通
过三峡水库拦洪削峰，有效降低了长江中下
游干流水位，使下游荆江河段水位显著降
低，确保了长江中下游防洪安全。2010年7
月20日，三峡工程遭遇运行后的最大洪峰7
万立方米每秒，这场比1998年洪峰峰值还
高的大洪水，经过三峡工程科学调度，荆江
河段、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安然无恙。2012
年7月24日，三峡工程又遭遇7.12万立方米
每秒的洪峰，再一次使长江中下游安然无
恙。截至2018年汛后，三峡工程累计“削峰
滞洪”48次，滞蓄洪水1455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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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万人口及2300万亩良田
安全。

实践证明，三峡工程在长江防洪体系
中发挥着关键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极大
改善了当代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空间。

黄金水道，川江夜航成可能

“自古川江不夜航。”2010年10月，三
峡水库蓄水至175米正常运行后，库区回
水延伸，增强了乌江、嘉陵江等重要支流航
道与干线的衔接，同时渠化了小江、大宁
河、香溪河、神农溪等20余条库区支流航
道，促进了长江上游航道网的建设。结合
实施库区碍航礁石炸除工程，消除了三峡
坝址至重庆间139处滩险、41处单行控制
河段和25处重载货轮需牵引段，航行船舶
吨位从1000吨级提高到5000吨级，宜昌
至重庆650公里航道等级从三级升级为一
级，实现全年全线昼夜通航。

三峡工程为高标准实行库区港口航道
建设和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库区秭

归、巴东、奉节、云阳、万州、涪陵、重庆主城
区等成为深水港区，极大地加快了三峡库
区港口大型化、专业化和机械化进程。

同时，三峡工程通过枯水季节流量调
节，将葛洲坝以下的最小流量由不到
3000立方米每秒提高至5500立方米每秒
以上，结合航道整治和维护，增加了航道
水深，有效改善了长江中游浅滩河段的航
道条件。

巨闸揽江卧，船行碧波间。数据最有
说服力：2002年，通过三峡坝区河段货运
量约 1000 万吨。2003 年 6 月，三峡工程
通航后，带动长江航运业迅猛发展。2018
年，三峡船闸过闸货运量达 1.42 亿吨，长
江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

盛夏的三峡，风景如画，游客量也屡创
新高。据统计，自1997年三峡大坝旅游区
对外开放后，2007 年被评为首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2015年接待游客突破200万
人次，2018 年接待游客达 291 万人次，创
历史新高。

得游客青睐，除了有“世界之最”的光
环，与三峡工程始终践行和推动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密不可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上强调，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
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
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近年来，按照

“全流域、全生命周期、开放共享、科技创
新”的环保理念，三峡集团通过采取生态改
善和影响减缓措施、开展流域环境监测、实
施库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充分发挥

对长江流域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撑性
作用。

位于湖北宜昌市区的三峡集团中华鲟
研究所黄柏河基地的大型控温养殖车间
内，一尾尾中华鲟幼鱼在可以调节水温的
孵化装置里欢快地嬉戏，成长到一定阶段，
它们将被放归大自然。如今，中华鲟放流
活动已走向常态化、规范化。截至目前，三
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共计向长江放流中华
鲟500余万尾。

中华鲟放流和生态调度实验，只是三
峡工程发挥生态效益的一个缩影。据了
解，每年冬春两季，长江进入枯水期，三峡
水库便会启动补水调度，增加下泄流量，保
障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
活用水。

三峡工程不仅是治理长江水患、实现
航运畅达的枢纽工程，也是绿色发电的综
合工程。自三峡工程2003年正式蓄水发
电以来，三峡电站累计发电量相当于节约
标准煤消耗3.6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
亿吨、二氧化硫排放42万吨，同时还减少
了大量工业废水排放，为节能减排和推动
低碳发展、绿色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雷鸣山
表示，践行和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
三峡集团长远发展的根本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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汩汩南水汩汩南水 奔流北上奔流北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调南水，解北渴，历时 50 年论证、10
多年建设的梦想变成现实。2013 年 5 月
30日，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江苏段成功
试通水。2014年12月12日，中线一期工
程全面通水。

出陶岔、过哑口、飞渡槽、钻暗涵，南水
北调的一泓清水，不舍昼夜，一路逆势北
上，穿行千里，从长江到京、津、冀、豫等北
方地区。随着供水量持续快速增加，南水
滋润着北方大地，优化了我国水资源配置
格局，修复了区域生态环境，有力支撑了受
水区和水源区经济社会发展。

解渴北方，效益远超预期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在中国水资源分
布图上，这个现实堪忧。长江流域及以南
地区，水资源量占全国河川径流 80%以
上；而黄淮海流域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全国
平均水平的21％。

严峻的现实使得北方地区不得不过度
利用地表水、超采地下水、挤占农业及生态
用水。长期的超采导致地面沉降、河流干
涸等生态危机接踵而至，进一步加剧了水
资源的短缺。

调水成为必然选择。
从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提出“南

水北调”的伟大构想，到2000年南水北调
工程进入全面规划论证，再到2013年5月
30日，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江苏段成功
试通水；2014年12月12日，中线一期工

程全面通水，至此，“四横三纵、南北调
配、东西互济”的中国大水网编织

而成。
东、中线一期工程从根

本上改变了北方受水区
的供水格局，供水保障

水平大幅提升，“南

水”已成为京津冀鲁豫地区40多座大中型
城市的主力水源，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亿
人。截至2019年7月，中线工程累计调水
225.87亿立方米，东线工程累计调水39.1
亿立方米。

在北京，南水占城区日供水量的73%；
在天津，14 个行政区居民喝上南水；在河
南，受水区37个市县全部通水；在河北，4
条配套输水干渠全部建成通水；在山东，胶
东半岛已实现南水全覆盖；在江苏，东线一
期工程提高了7城市50个区县共计4500
多万亩农田灌溉保证率。

“设计之初，南水北调只作为北方地区
补充水源，如今，南水北调已成为很多城市
的主力水源。”水利部部长鄂竟平说。

攻坚克难，保障调水安全

南水北调工程纵横大半个中国，穿越
数个地形地貌大相径庭的省份。

一连串世界之最，让人们的目光聚焦
到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上。世界最大输水渡
槽、第一次隧洞穿越黄河、世界首次大管径
输水隧洞近距离穿越地铁……南水北调工
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之最；63项新材
料、新工艺，110项国内专利，南水北调人
用中国智慧一次又一次刷新着水利工程建
设的新纪录。

在施工遇到的诸多技术难题中，以中
线工程穿越黄河为最。穿黄工程是南水北
调总干渠穿越黄河的交叉建筑物，不仅规
模大，其建筑物的布局、形式等直接与黄河
河势相关，穿黄工程的隧洞施工可比喻为

“牙膏里打洞”。工程技术人员因地制宜，
以镶嵌式方法先建立支撑结构和固化结
构，再通过注浆让土壤变硬，使得隧洞施工
变成可能。最终，耗时5年，穿黄工程才得
以贯通，长江水与黄河水实现有史以来首

次“擦肩而过”。
千里调水来之不易，如何保障水质安

全，始终是百姓关注的焦点。
为了保证南水北调水质安全，早在

2000年南水北调工程进入总体规划论证
阶段时，国务院就定下了“先节水后调水、
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原则。工
程重点是加强污水处理，实施清水廊道建
设，完成苏、鲁两省治污及截污导流项目。

汩汩清水是治污成效最好的例证：东、
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后，东线一期工程输水
干线水质全部达标，并稳定达到地表水Ⅲ
类标准；中线水源区水质总体向好，中线工
程输水水质一直保持在Ⅱ类或优于Ⅱ类。

优化配置，紧扣生态发展主线

调水不仅要保供水，更要保生态，保发
展。南水北调不是一条简单的调水线，更
是一条诠释“生态文明”的发展线。

相比而言，南水对北方生态环境的改
善成效更为明显。面对水流哗哗作响的汊
河，河北水利厅防汛办公室副主任于清涛
向记者讲述了这些年的变化。“20多年来，
滹沱河几乎常年无水。自从南水北调东中
线工程通水以来，水清、岸绿、景美，生态效
果非常明显。”于清涛说。在白洋淀上游，
干涸30多年的瀑河水库在南水到来后重
现了水波荡漾。

目前，中线一期工程连续两年利用汛
期弃水向受水区白河、清河、澧河、滹沱河
等30条河流实施生态补水，累计补水8.65
亿立方米，区域水环境大幅改善，受水河流
焕发出新的生机。

南水，不只唤醒了北方的河流，也滋养
了北方干渴的大地。

在水利部南水北调司副司长袁其田看
来，地下水是极其宝贵的战略资源，此前华

北地区普遍面临地下水超采问题。自南水
北调东中线工程通水以来，通过限制地下
水开采、直接补水、置换挤占环境用水等措
施实施生态补水，有效遏制了黄淮海平原
地下水位快速下降的趋势，地下水位开始
回升。

据统计，北京、天津等6省市累计压减
地下水开采量 15.23 亿立方米，平原区地
下水水位明显回升。

今年1 月，水利部、财政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华北地区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方案》并明确，要增
供南水北调东线水，在保障正常供水目标
的前提下，相机为主要河湖生态补水。

南水北调东线总公司副总经理胡周汉
表示，此次应急试通水旨在通过援引长江
水置换河北和天津深层地下水超采区用
水，压减深层水开采量，回补地下水，不仅
有助于改善水生态环境，也将为北延通水
常态化调度提供经验和依据。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奔腾的江水从
丹江口一路向北，穿越中原，直抵燕山脚
下；澎湃的水流从扬州出发，沿着古老的
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直抵海河流域和
山东半岛。汩汩南水，奔流北上，不仅
滋养着北方大地，更为北方的经济
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
水支撑。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治

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

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

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

益。三峡工程是我国实施跨世纪

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宏大工程，对

建设长江经济带，加快我国经济发

展步伐，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有着十

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南水北调工程是缓解我国

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局面的重

大战略性基础设施。工程由东、

中、西三条调水线路组成，与长

江、黄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江河

相互连接，构成“四横三纵、南北

调配、东西互济”的中国大水网，

是世界上覆盖区域最广、调水量

最大、工程实施难度最高的调水

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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