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成就了三峡工程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袁国林
五级船闸、垂直升船机、左岸电厂……三峡工程的成功
建成和运转，
使多少代中国人治理长江和利用长江水力资源
的梦想变为现实，
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
1952 年 4 月 5 日，能缓解洪水灾害的荆江分洪工程破土
动工，30 万军民奋战 75 天，以神奇的速度提前 25 天建成全
部主体工程，
创造了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史上的奇迹。十一届
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改革
开放的新时期，兴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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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的源头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的源头—
—江都水利枢
纽。

峡工程被列入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三 峡 工 程 论 证 一 开 始 就 是 民 主 的 ，开 放
的。记得当时水利、电力部聘请了 412 位专家参
加论证，其中包括持不同意见的专家，组成 14 个
论证专家组，涉及三峡工程方方面面的问题，历
时 2 年 8 个月，提出了科学的、具有针对性的解
决方案或对策。论证总结论是：三峡工程对四
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
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推荐的建
设方案是：
一级开发，
一次建成，
分期蓄水，
连续移民。
1993 年，
是三峡工程建设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数万人齐
聚三峡工程坝址三斗坪，
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
百万移民开始
大规模搬迁与安置。这一年，
迈出了三峡工程由梦想变成现
实的第一步，
吹响了三峡工程建设的号角。国家成立了国务
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
是三峡工程高层次决策机构，
推行了
一系列改革和创新：
三峡工程建设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成立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和中国电网建设总公司，
分别
作为三峡枢纽工程和输变电工程的项目法人；摒弃了基本建
设工程每隔若干年调整一次概算的管理模式，
建立了责任清
晰、
风险分担、
科学合理的投资管理体系；制定了严格的三峡
工程质量标准；
开展了枢纽工程一系列科技创新；
开展了输变
电工程一系列科技创新，攻克了 80 万伏直流和 100 万伏交流
特高压输电工程关键技术；
重大机电装备制造实现了国产化；
在大规模移民搬迁安置过程中，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创新，
保
证了 131 万移民
“搬得出，
稳得住，
逐步能致富”
。
正是由于上述一整套改革和创新，
确保了三峡工程建设
自始至终严格按照设计安全有序推进，
如期完成了艰巨的建
设任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铸就的三峡工
程，这一牵涉国脉国运的“国之重器”，巨大而显著的综合效
益对于长江中下游的安澜、长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
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水北调圆了世纪梦
坚守调水初心，担负建设与运行使命。
作为南水北调人，
初心和使命一直在我们的
工作生活中。
初心因奋斗而精彩，使命因艰巨而光
荣。从上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主席的科学构
想，
到本世纪初的付诸实施、
建成通水，
南水
北调工程历经了一个甲子，圆了国人世纪
梦想。
为了这一世纪梦想，2004 年，全国各行
业精英陆续从四面八方汇聚京津冀豫千里
长龙，组建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自此开
始了历时 10 年的建设历程。这年 10 月，我奉命来到漕
河建管部担任总工程师、副部长，此后历时 5 年，职位职
责虽有所变化，但我的初心一直没变，志向一直未改。
从满城雾山隧洞到西黑山水闸，从吴庄土渠到漕河渡
槽，30 多公里的工地上留下了我辛勤的汗水，亲历了那
里的风风雨雨，目睹了那里的大干快上，见证了渡槽的
拔地而起，
领教了抛家舍子的艰辛。
2008 年夏天，
我和同事们顶烈日，
战酷暑，
在工地上
为京石段工程应急通水做最后的冲刺，
面对多个豁口、
堤
埂等影响通水的艰巨任务，
我们压实责任、
挂图作战，
抓协
调、
定措施、
上资源，
全天候盯守……2008 年 9 月 18 日，
一
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南水北调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建成通
水，
我们这些建设者们向祖国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
时光流逝，
难忘峥嵘岁月。2010 年 3 月，
我奉调天津
直管建管部，
加入到南水北调天津干线工程建设团队，
自
此开始了天津干线工程建设到通水运行的激情岁月。万
木葱茏的津冀原野上，
热火朝天、
汗流浃背、
人声鼎沸、
机
器轰鸣的工程建设壮观景象，
已成为卧在原野中地下箱
涵潺潺流水的背影。2013 年 12 月，
随着最后一仓混凝土
浇筑成功，
天津干线主体工程完工，
155 公里输水箱涵全
部建设完成。2014 年 12 月 12 日 14 时 32 分，南水北调中
线干线工程正式通水，
一条输水巨龙灵动地展现在中华
大地，
为干渴的华北送去源源不断的优质水源。
通水以来，
天津干线工程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风险

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天津分局党委书记、局长胡金洲
挑战，已实现 1600 多天连续不间断安全供水，水质稳定
达标，保持在地表水Ⅱ类标准及以上。如今已进入第 5
个调水年度，向天津市供水量逐年提高，累计已超 40 亿
立方米。供水范围覆盖天津市中心城区、环城 4 区及滨
海新区等 14 个行政区，近千万市民受益。有效缓解了
天津市水资源短缺局面，
使天津市水资源保障能力实现
了战略性突破。
15 载春秋冬夏不舍昼夜，40 亿清流进津惠及民
生。取得今天的成绩来之不易，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我将继续带领天津分局的同事们，大力弘扬“忠诚、干
净、担当，科学、求实、创新”的新时代水利精神，紧紧围
绕中线建管局“供水保障补短板、
工程运行强监管”
的工作总思路，不断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确保工程长期安全平稳运行，为天
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美丽天津”
建设提供可靠的水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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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 2014 年，密云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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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开闸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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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浪底是我永远的记忆

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原副局长王咸儒
我第一次到小浪底是 1974 年，去汇报混凝土坝方案的结
构计算结果，
那时乘坐当地老乡的一叶小舟过的黄河。
1984 年初，当时的水电部邀请美国柏克德公司一批专家
到小浪底考察。这次我们过黄河乘坐的是老乡的摆渡木船。
这年 10 月，中美联合对小浪底水利枢纽进行轮廓设计，黄河水
利委员会选派我们 28 名工程师参加。经双方 13 个月的努力，
完成了以泄洪和引水洞群进口集中布置为特点的轮廓设计。
1991 年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把小浪底工程列入国家经
济和社会发展 10 年规划及“八五”计划纲要。水利部迅速组建
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作为小浪底工程建设业主单位，
全面负责工程项目筹资、施工、移民、运营及还贷等各项工作，
同时批准工程部分资金使用世行贷款，
由业主单位负责准备世
行对小浪底工程项目的评估工作。就这样，
我们这些原黄委会

水电开发公司筹建小浪底工程的人，
都转到了小浪
底建管局。1991 年 9 月 1 日，水、电、通信、道路、桥
梁、营地和铁路转运站等前期工程全线铺开。这
时，
我们施工人员和车辆过黄河已经有桥了。
为满足国际承包商进场时标书所规定的工期和
质量要求条件，
我们白天跑施工现场，
晚上学习、
推敲
4 卷厚厚的小浪底主体工程国际标招标书。经各方
人员共同努力，
团结奋斗，
于 1994 年 4 月提前完成全
部前期工程，
历时两年7个月。三个标的国际承包商
一致称赞小浪底前期工程工作是他们见到的最好的进场条件。
在前期工程全面开工的同时，我们还集中力量，精心组织
了各项主体工程和辅助工程的国际、
国内标的招标工作。主体
工程分为 3 个国际标，Ⅰ标为大坝标，Ⅱ标为泄洪工程标，Ⅲ标
是引水发电系统标，招标程序严格按照世界银行采购导则进
行。1994 年 9 月 12 日，黄河小浪底主体工程开工。大家无不
欢欣鼓舞，鞭炮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深
深印在了我的心底。
主体工程开工伊始，我们认识到，摆在我们面前有两大难
题：
一是在小浪底复杂的自然条件下，
修建世界上极具挑战性的
工程所遭遇的困难施工；
二是小浪底工程是国际管理工程，
而我
们当时对国际合同管理还很陌生。接着 3 条导流洞塌方了 11
次，承包商擅自停挖，并发出索赔通知。这种情况直接威胁着
1997 年截流目标的实现。我奉命到世行总部报告。之后我们组
建了联合施工队（OTFF）分包施工，
终于抢回了被延误的工期。
1997年10月28日提前实现了大河截流。中央电视台现场直
播这一盛况，
我被指派作为技术专家配合解说这次截流的全过程。
小浪底主体工程于 2001 年底提前全部竣工。自小浪底水
利枢纽投入运行以来，已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
屈指已过30多年。面对曾为之奋斗大半辈子的跨世纪宏伟
工程，
作为建设者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小浪底，
是我永远的记忆。

难 忘“ 密 云 水 库 精 神 ”
密云水库质量优良，效益卓著，名
扬中外，
“一年拦洪，
两年建成”，
堪称水
利奇迹，这都与“无私奉献、艰苦拼搏、
科学求真、
强化管理、
安全高效、
优质创
新”
的修建密云水库精神分不开。
在密云水库建设期间，
最为惊险的
还是白河主坝的拦洪度汛抢险。原计划 1959 年 6
月 15 日进入汛期时，第一溢洪道开挖到 145 高程负
责排泄汛期洪水。所有主、
副坝都完成地基防渗工
程，坝体填筑到拦洪高程 150；白河廊道 6 月 15 日
停止泄水，
将其堵塞。
然而，实际施工进度远远落后于计划。到 6 月
15 日，白河主坝上游防渗墙远未完成，黏土斜墙刚
达 120 高程。就是说，6 月 15 日应达到的度汛要
求，要拖到 8 月初才能达到。大坝防渗墙没做完，
地基漏水严重，下游坝脚到处冒泡出水。情急之
下，我们决定冒险利用廊道这一点潜力，采取 5 项
原北京市水利局副总工程师楼望骏
救险举措：一是降低第一溢洪道开挖高程，从 145
降至 140；二是降低大坝拦洪高程，从 150 降到 147，
为了解决这道超级难题，大家绞尽脑汁。8 月
后又降到 143；三是沙坝采取临时断面，下游坡改
7 日晨，指挥部决定由卫戍部队 2 万名战士负责开
为 1∶1.5；四是暂不关闭廊道，继续泄洪，延缓水位
挖，白河主坝 10 万名河北民工负责筑堤。经过 12
上涨，
抢筑大坝；五是在廊道进口抢建启闭机塔架， 万名指战员连续奋战，8 月 10 日上午，走马庄 3#坝
在水位升到 113 高程前关闸堵塞廊道。
终于挖开往外泄流。雨停天晴，来水减小，水位下
潮河隧洞泄流量小，水位迅速上涨。7 月 22 日
降，
廊道终于安全了。
达 125 高程，比白河高 20 米。为防水漫白河，在金
密云水库建设者们排除万难、
求实创新的精神
沟分水岭填筑围堰。我连夜抢绘围堰设计图。最
至今难忘。
“无私奉献，艰苦拼搏”是建设者的崇高
让人不安的是，
水位如继续上涨，
廊道破裂，
大坝冲
品德；
“科学求真，
强化管理”
是建设者的严谨态度；
溃，
数亿方库水冲出，
就是一场大灾难。
“安全高速，
优质创新”
是完美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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