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坝锁蛟龙，潮白灭水患。自1960年
建成至今，北京密云水库不仅在防洪、灌溉
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承
担起了作为首都“生命之水”的使命，还完成
了从“靠水吃水”到“保水吃水”的根本转变，
被首都人民亲切地唤为“北京大水缸”。

根治水患 兴修水库

曾几何时，频发的潮白河水患，让两岸
人民饱受洪涝之苦。根治潮白河水患因此成
了密云人民乃至京津地区最为迫切的大事。

1958 年 9 月 1 日，密云水库正式开工
建设。曾参与密云水库建设全过程，今年
已87岁高龄的康克良，对于当年的建设场
景至今记忆犹新，“当年施工机械化程度
低，主要以人工为主，工地上的民工大约
21 万人，住席棚，吃玉米面窝头……即使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所有人都不喊苦不
喊累，只为争分夺秒完成任务”。

所有曾经参与密云水库建设的人都
说，密云水库能顺利建成，堪称“人使劲，
天帮忙”。1959年7月底，大坝修到143米
拦洪高程。然而，一连几个昼夜，北京乌
云密布，普降大雨，潮、白两河上游洪水奔
流而下，库区水位猛涨。当时，坝坡还没

来得及做任何防护，光秃秃的坝面经受着
大水冲刷，大坝顶面和砂石坝被砸出许多
深沟。为了保护白河主坝，几万名建设者
不分昼夜垒石阶、堆畦梗，手持绑着大石
块的荆笆，日夜守护在坝坡上。

8月，白河和潮河两座主坝以及其他5
个副坝，先后达到或超过拦洪高程。当
年，密云水库成功实现拦洪。1960 年 9
月，密云水库基本完工并正式投入使用，
创造了“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奇迹。

密云水库的建成，不仅解决了防洪防
涝、发展农田灌溉事业的问题，也基本解
决了困扰北京城区多年的缺水之苦。

突破瓶颈 迎战危机

追溯密云水库变迁史，有喝得“水饱”
的时候，也有“干渴”的记忆。据了解，1999
年前，华北地区处于丰水期，尤其是 1994
年，密云水库入库水量非常充沛，创下
153.98米的最高水位、33.58亿立方米蓄水
量的纪录，至今仍镌刻在纪念碑石上。
1999年，华北地区进入干旱期，水库蓄水入
不敷出。2004 年，密云水库迎来史上最

“干渴”的一年，蓄水量仅有6.8亿立方米。
为了给密云水库“解渴”，水库流域内实

施了水资源统一调度。密云水库从白河堡、
遥桥峪、半城子3座水库多次集中输水，输水
总量达7.366亿立方米；从2006年起，水库
上游实施农作物“退稻还旱”，面积达10.3万
亩，平均每年节约用水5000万立方米。

为了保护水源，2002 年，密云水库成
立联合执法队，多部门联合巡查，发现污
染水质的问题后加强联动执法。同年，北
京市政府决定依照“饮用水源基地不从事
人工渔业生产”的国际惯例，限期取消密
云水库网箱养鱼，彻底解决饲料沉积物及
鱼粪对水质的污染。

2003年开始，农业部门向水库水体中
投放鱼苗，净化水体中的浮游动植物，减少
水体中的富营养化物质。“水库统一实行捕
鱼期和禁渔期后，建库时期的移民可以通过
申请和批准，捕鱼期水面捕捞的渔船不能超
过300条，捕鱼收益全部由渔民自己所有。
这样形成了既保水又富民的双赢格局。”密
云水库流域河长办工作人员王荣臣说。

正是多方不懈的努力与探索，密云水
库的水环境得到改善。

“南水”进京 保障提升

“南水”进京，是密云水库命运的转折
点。2014 年 12 月，南水北调中线成功通
水。南水进京后，一方面，北京自来水厂使
用南水替代密云水库向城区供水，每年减
少出库水量约5亿立方米；另一方面，近几
年上游降水增加、上游来水略高于常年。

出库量减少，入库量增加，再加上近
几年的汛期降雨、上游来水，密云水库蓄
水量稳步增加、水面不断扩大。2018年蓄
水量创世纪新高，连续突破 21 亿、22 亿、
23亿、24亿、25亿立方米五道关口。

随着南水进京，密云水库蓄水量持续
攀升，在保证北京市民生活用水的前提下，
密云水库也具备了滋养其下游水系、回补
地下水的能力。通过生态补水，密云水库
下游潮白河水位上升，使得干涸多年的潮
河河道再现碧波荡漾的美景，周围百姓感
慨：已经多年没有见过如此宽阔的水面了。

为节约水资源，北京市长期实行大规
模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包括取消大水漫灌
模式，积极推广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设
施，年均节水超过1亿立方米。补水、节水
一系列举措使北京的地下水资源得到有
效涵养和恢复，2016 年以来，全市地下水
位连续3年实现回升。

持续努力下，密云水库的水环境开始
好转，供水保障能力不断提升。今年6月，
密云水库水位达149.15米，蓄水量超过26
亿立方米，水面面积 143.58 平方公里，这
是自 1999年 6月 11日以来密云水库最高
水位，时隔 20 年，密云水库蓄水量再次突
破26亿立方米。

强化管理 保水护水

密云水库水位近年来屡创新高、水环
境持续改善的背后，既有“南水北调”的因
素，也是北京市水务等部门坚持部门联
动、市区协同、京冀携手共同保水护水的
结果。

为了改善水环境，密云实行最严格的
“河长”制度。“密云水库流域北京境内纳
入河长制管理的河流有 96 条，河道长
1519公里，流域面积3495平方公里，涉及
密云、怀柔、延庆三个区、24 个乡镇、403
个村。”王荣臣说，96 条河流，他与同事们
每个季度都要至少巡查一遍。

“水质监测每周一次，一旦发现问题，
马上做出应急反应，且所有监测数据都要
提交到北京水环境监测中心，与南水北调
的数据做比对，如果有出入，会再次启动监
测并及时处理。”密云水库管理处水环境监
测分中心检测人员说，通过加密检测，就是
要确保不让水质不合格的水流进密云水
库，不能让“大水缸”中的饮用水受到污染，
更不能让不合格的水流进北京市民家中。

如今，站在60米高的白河主坝上
远眺水库，碧水与天空浑然一体，
总库容43.75亿立方米的密云水
库，宛若一颗镶嵌在群山之中的
明珠，滋养着京城大地。密云水
库水体质量常年保持在国家地表
水Ⅱ类标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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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燕山南麓的密云水库，
由潮河、白河两个水利枢纽组成，
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行设计修
建的华北地区最大水库，也是首都
北京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水源地。
密云水库的建设不仅根治了潮、白
两河的水患，保护了京、津、冀千万
人口的安全，而且在防洪、供水、灌
溉、发电等方面产生了巨大效益，
被称为首都人民须臾不可离开的

“生命之水”。

作为治理开发黄河关键性工程，小浪
底水利枢纽工程投运以来，发挥了巨大综
合效益。既较好地控制了黄河洪水，又利
用其淤沙库容拦截泥沙，运用调水调沙，减
缓下游河床的淤积抬高，为保障黄河中下
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重大贡献。

迎难而上，创造多项国际领先

记者发现，小浪底的黄河水并不像其
他地方那样浑浊。工作人员介绍，黄河一
路自西奔腾而来，在小浪底被大坝拦截后，
水中的黄沙渐渐沉淀下去，故而清澈。

小浪底工程开发目标以防洪、防凌、减
淤为主，兼顾供水、灌溉和发电，蓄清排浑，
除害兴利，综合利用。枢纽工程主要由大
坝、泄洪排沙系统、引水发电系统组成。

建造之初，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因其规模宏大，地质情况复杂，水沙条件特
殊，技术难题多，运用要求严格，被国内外
专家公认为是世界坝工史上最具挑战性的
工程之一。

面对巨大挑战，小浪底工程在规划、设
计、施工等阶段相继开展了 400 多项科

学研究和实践，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攻克了诸多技术难题，取得
了丰硕成果。经过11年艰苦卓绝建设和9
年安全运行，小浪底工程相继完成了各专
项验收、竣工初步验收和竣工技术预验收。

据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原副局
长王咸儒介绍，小浪底工程设计建造了当
时国内最深的混凝土防渗墙，中国当时最
高、填筑量最大的土石坝，世界坝工史上罕
见的复杂进水塔群，世界坝工史上最密集
的大断面洞室群，世界上最大的多级孔板
消能泄洪洞，世界坝工史上最大的消能水
垫塘，总体设计施工水平居国内领先水平，
多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如今，随着集中控制调度自动化系统
的建成，已基本实现对小浪底水利枢纽和
西霞院反调节水库遥控、遥调、遥测、遥信
和遥视的管理功能，两库联合调度为小浪
底枢纽充分发挥效益起到重要作用。

标准提高，防洪防凌效益显著

坐落在晋陕峡谷出口处的小浪底水
库，就像一个大“水盆”，既可以拦蓄上游洪
水，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
到千年一遇，又可以利用水库蓄水人工制
造洪峰，减轻水库淤积，冲刷下游河道。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运行后，水库减
灾效果突出，多次实施洪峰调节，有效保护
了黄河下游安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
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张利新介绍，受小
浪底防凌调度和出库水温增加的影响，水
库运用后，下游河道未封冻年份由 14%增
加至33%，年均封河长度由254千米减少至
114千米。封河、开河过渡平稳，未发生较
严重的凌汛灾害。同时还解决了河南、山
东总计1866万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

小浪底工程的建成运营，不仅改善了

小浪底库区和下游河口地区的生态环境，
也为实现黄河下游不断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黄河水沙调控“龙头”，小浪底调
水调沙的作用巨大。截至目前，小浪底 8
次调水调沙，5亿多吨泥沙被冲入大海，下
游主河槽最小平滩流量由 1800 立方米每
秒提高到 4000 立方米每秒，过洪能力明
显提高，可使下游河道 20 年至 25 年不淤
高，“二级悬”形势开始缓解。此外，小浪底
水电站作为河南电网的主要调峰、调频和
事故备用电站，提高了电网的安全性和供
电质量，有效缓解了河南电网供电紧张局
面，有利于节能减排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小浪底工程还彻底消除黄河下游断流
的不利局面，提高了生态环境需水保障程
度。通过实施水量统一管理与调度，到
2019 年 8 月 12 日，黄河下游已连续 20 年
未发生断流，下游关键断面年最枯日径流
量、月径流量均显著回升。同时，功能性断
流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生态环境需水年份
保证率从 31%提升至 47%，非汛期生态环
境需水年份保证率从46%提升至82%。

绿色先行，生态治黄日益突出

九曲栈桥九曲长，黄河故道荷花香。
炎炎夏日，风景美、生态佳的小浪底成了避
暑胜地。来自上海的游客李栋说，“现在的
小浪底是著名的旅游风景区，有雕塑广场、
花架长廊，来这里可以听滔滔水响，闻阵阵
花香”。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和李先生一样，
忘却了这里原本是一座处于黄河关键部位
的特大型水利枢纽，是一处治理开发黄河
的战略性工程。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管理局十
分重视文化建设，在工程建设中创造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工程管理模式。工程建

成后，继续发扬小浪底精神、拓展小浪底文
化，积极打造‘小浪底’品牌文化。”河南济
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副局长党伟介绍
说，通过“绿色理念”的提升，小浪底建管局
把近 1 亿立方米挖填量的“愚公移山”工
程，建设成为“国家水利风景区”“河南省十
大旅游热点景区”和“国家 AAAA 级风景
区”，“小浪底建设者不仅仅建设起一座现
代化水利枢纽，更是树立起一座励精图治、
锐意进取的精神丰碑”。

据了解，小浪底水利枢纽运行后，下游
水沙条件趋于稳定，有效保护了生物栖息
地，使底栖动物的栖息地更加稳定和多
样。同时，水库蓄水后，库区年均降水量增
加91毫米，库区及周边植被覆盖率显著提
高，生态建设成效明显。此外，小浪底水库
蓄水为库区周边提供了良好引水条件。目
前库区内已建、在建及规划取水口7个，全
部完工后年取水量可达12亿立方米。

随着治黄理念由“控制洪水”转变为
“维护黄河健康生命，促进流域人水和谐”，
小浪底工程的投入使用，成为这一“生态治
黄”理念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

小浪底水库运行后，对下游河段城市生
活和工业供水、天津市城市用水、河北白洋
淀和大浪淀水库补水、保证利津断面最小生
态流量、向出海口河段鱼类提供繁衍用水等
方面的作用巨大。同时也提高了下游4000
万亩耕地的灌溉用水保证，为黄河沿岸城
乡生产、生活、生态用水提供了有力支撑。

小浪底除了实现防洪、减淤的目标，还兼
顾了发电和下游供水、灌溉等综合目标，下
游的河南、山东连续数年在大旱之年仍
获丰收就是明证。小浪底工程是中
国治黄史上的丰碑，也是世界水
利工程中的杰作，更是一个绿
色、环保、生态、民生工程。

古老黄河有颗古老黄河有颗““年轻的心年轻的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君壁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位于黄河中游豫、晋两省交界最
后一段峡谷出口处，控制黄河流
域面积92.3％、径流量91.2％、输
沙量100％，是治理黄河的关键
控制性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黄河治理开发里程碑式的特大
型综合利用水利枢纽工程。水库
最高运用水位275米，设计总库
容126.5亿立方米，1999年10月
下闸蓄水，被中外水利专家称为
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

密云水库白河主坝密云水库白河主坝。。 李李 婕婕摄摄

密云水库化验员正在水库取水样检测水密云水库化验员正在水库取水样检测水

质质。。 李李 婕婕摄摄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压力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压力

钢管焊接钢管焊接。。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利用水库强大的调蓄功能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利用水库强大的调蓄功能，，向下游供水向下游供水。。（（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