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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命之源。 她孕育万物，
滋养千亿生灵。

渠，人造水道。 它绵延千里，
哺育万亩良田。

可以说， 水与渠是大自然与
人类智慧和谐共存的产物。

1966 年 6 月，在一片鞭炮轰
鸣， 锣鼓喧天的声响中， 韶山灌
区， 这一人类历史上举世瞩目的
大型水利工程正式竣工。 “十月怀
胎”，三湘大地“孕育”出一个水利
工程建设的奇迹。

近万公里渠道 、26 座渡槽 、
10 处隧洞，韶山灌区工程如同一
幅恢弘画卷，镌刻在湘中大地上。
灌区建成 50 年来，不知疲倦地灌
溉着湘中 7 个县(市)区 2500 平
方公里内的 100 万亩农田，使湘
中大地告别贫瘠，成为膏腴之地。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个
经典水利工程， 韶山灌区永远载
入了湖南史册。 弹指一挥 50 年，
她演绎的又不仅仅是水利， 还有
更多。

2016 年，“十三五”规划开局年。 如
何抓住新的历史机遇， 使韶山灌区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灌区人做了相当多
的思考。

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党委书记、局
长袁建明介绍，他们坚持以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为指引，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理念，按照现代化的要
求对灌区进行系统规划和改造， 力求通
过 5 年的努力，将其打造成为全国生态
水利先行区、现代农业样板区、产业融合
示范区、城乡统筹引领区、改革创新探索
区，实现灌区水更清、渠更畅、景更美、业
更旺、民更富。 具体工作将围绕抓“现代

灌区提升改造工程”、“清洁水源引调水
工程”、“产业融合发展工程”、“现代灌区
信息工程”四大工程建设。

为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他们将
切实加强灌排骨干工程与配套改造。 重
点是加快对重要支渠及末级渠系进行改
造，进一步提升灌区灌溉能力，保障 100
万亩农田的灌溉。同时，切实加强灌区内
农业高效节水灌溉项目、 新增千亿斤粮
食产能规划田间水利工程项目、 重金属
污染耕地修复治理与种植结构调整项
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的实施力度，更
好地保障农业灌溉的水质和耕地的土
质，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灌区灌溉效能。

在城乡供水保障方面， 他们将围绕
满足周边城镇（农村）用水、生态补水需
求， 进一步提高灌区水资源调控水平和
供水保障能力。 重点是实施好湘潭市生
态河湖水系连通工程、 韶山灌区连通河
湖库工程、沿途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工程等
项目建设。 加大灌区水资源保护力度，大
力治理沿线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探索农
村面源污染治理的有效措施，确保灌区水
质长期保持地表二类水标准以上。

在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上，以渠道体系
为纽带、核心工程为节点、沿线城镇为依
托，加快灌区及沿线产业融合发展，打造
产业走廊，推进城乡统筹。 抓好韶山银河
旅游区（国家水利风景区）的景点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韶山灌区绿道建设与水土保
持工程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观赏农业示
范工程、健康生态旅游工程建设，把区域
内的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故居和韶山
灌区工程连接起来，把灌区产业开发与精
准扶贫结合起来，增强灌区的发展活力和
沿途农民群众的致富能力。

在现代灌区信息工程方面，他们将推
进灌区从传统水利灌溉工程向节水型、科
技型、生态型、服务型水利转变，大力实施
灌区标准化建设战略、“灌区 +”战略等，加
快推进灌区信息化项目建设。 同时，注重
灌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强灌区管理立
法工作，提高灌区的现代化水平。

在韶山灌区开展全国现代示范灌区

试点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条件和优
势。

根据国家“十三五”投资重点，水利
建设将是国家投资的重点方向。 加之韶
山灌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影响力加大，
在全国 456 个大型灌区中排名第 50 位
左右，很有代表性，在此试点更能探索我
国南方现代灌区建设的普遍规律， 有利
于形成小投入大成效的试点示范效应，
并迅速复制推广。同时，灌区作为江南名
渠，工程基础较好，功能相对齐全，工程
完好率在 90%以上，灌溉水利用系数达
到 0.52，灌区实行的管理标准编入国家
职业技能培训教材， 良好的软硬件条件
有利于试点工作早见成效。 该灌区还具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位于长株潭城市群
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韶
山灌区， 自身在现代化征程上进行了不
少探索，如启动了节水生态型、综合效益
型、特色文化型“三型灌区”建设，成功创
建国家水利风景区等， 进行示范试点有
着良好的实践基础。

此外，伟人故里的“红色水渠”，韶山
灌区创造了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 知名
度很高，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特别是
灌区作为上世纪 60 年代我国水利建设
的榜样和旗帜，灌区所蕴涵的“人民的力
量”等艰苦奋斗精神，感动和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人，在此试点，可以产生巨大的示
范带动效应。

“娘啊娘，有女莫嫁涟河旁。天干三
日田开坼，大雨一夜成汪洋。 ”这首民
谣描述了半个世纪前涟水两岸水旱交
织、土地贫瘠的情景。 为了彻底改变湘
中面貌，在省委、省人委直接领导下，
韶山灌区工程于 1965 年 7 月 1 日正
式开工，10 万建设大军从四面八方相
继汇集。 他们凭着“愚公有移山之志，
我们有穿山之勇”的豪情，经过 10 个
月艰苦卓绝的奋斗，完成了引水坝、总
干渠、 北干渠主体工程， 于 1966 年 6
月 2 日正式通水，做到了当年设计、当

年开工、当年通水、当年受益。
在灌区，无论是漫步在渠道上，还是

穿行在渡槽上，或是琢磨着水闸，你会发
现，建在 50 年前的设施依然那么坚固，
不见掉渣，不见渗漏，更不见崩塌。 虽然
几十年风雨的吹打， 让它们粗糙得露出
了砂砾，可任你敲打，任你手叩，就是不
动分毫， 这让笔者不由自主地敬佩当年
建设者的质量意识。

目前韶山灌区工程完好率在 90%
以上， 跻身全国信息化建设试点行列，
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 0.5139、 排名全

省灌区第一位，灌区工程以农业灌溉为
主，兼有防洪排涝、发电、工矿及城镇
供水、养殖等作用，各项功能比较齐全。

此外，它还保障了 150 万群众的生
产生活用水和 400 多万牲畜饮水，以及
湘潭电化、江南集团、五矿铁合金等十多
家大中型工矿企业的生产生活用水和韶
山市、湘乡市的城市用水。

“做出一个符合总路线精神的引水工
程的好样板来。 ”早在工程前哨战的 1965
年 7月，工程指挥部就提出了“三高一低”
的建设要求。“三高”就是高标准工程，高

标准干部，高标准管理。“一低”就是低生
活标准。

正因按照高标准的施工要求， 灌区
的蓄水率达到了 90%以上。 高标准干
部，带队的都是区委书记、公社社长、大
队支书等骨干，高标准管理，无论是人员
还是工程，都是严格按章行事。

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生活标准
低。 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院子不大，朴素
的办公楼、简陋的食堂，颇见年头。 站在
管理局高处眺望， 巨龙般的灌区工程与
身后简朴的办公楼形成强烈对比。 几代
灌区人的执着坚守，灌区精神代代传承，
在新时期更加熠熠生辉。

建设质量之高、工程项目之大、综合
功能之多、建设影响之广和文化底蕴之深，
使韶山灌区已成为湖南的一张文化名片。

韶山灌区名震于全国，“北有红旗渠，
南有韶山灌区”。 据不完全统计，自 1966
年灌区主体工程竣工、国家水电部报请国
务院同意将韶山灌区列为全国水利对外
开放单位以来，来灌区参观考察的国内外
人员络绎不绝， 至今已达上百万人次，其
中 1 万多人次来自 126 个国家和地区。
这中间，有联合国水利考察组，也有发展
中国家的学习组，他们对这里的综合功能
和工程质量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个工程让这片土地兴旺。
近半个世纪来， 韶山灌渠不知疲倦

地引来源源清水，使湘中大地告别贫瘠，
成为膏腴之地。

据统计， 灌溉区灌溉成本仅为非灌
溉区的 20％－30％，大大减少了农业支
出成本， 促进了粮食高产增收。 未修灌
区前的 1964 年，当地粮食平均亩产 240
公斤， 灌区建成后产量逐年上升，到
1973 年超过 500 公斤， 比全省提早 8
年，1991 年亩产上升到 900 公斤，1996
年成建制过吨粮。

2013 年， 在遭受 50 年一遇的严重
干旱情况下，灌区依然喜获丰收，一些地
方实现了“十连增”。 据农业部门调查，
与 2012 年比， 灌区受益范围内粮食亩
均增产 41-75 公斤，比非受益范围平均
高出 131 公斤每亩。 灌区流经的湘乡
市、湘潭县、宁乡县多次荣获“全国粮食
生产先进县”。

灌区管理局所在的湘乡市东郊乡西
北村， 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为
有了韶山灌渠，农田灌溉有了保障，粮食
年年增产。 村民们还利用灌区水源养鱼
养鸭，发展副业。如今，全村 90％以上的
村民住进了楼房。

几十年来，灌区以水为媒，积极服务
民生，开辟茶园、果园，开拓水面养殖，帮
助灌区农民人均年收入由建灌区前的不
足 100 元增加到现在的上万元。

一个工程让这里景色如诗如画。
从韶山灌区管理局机关后的“三湘分

流”起步，沿着左干渠前行，真有“浩荡清
波远，翘首望源头”的感觉。有人如此描绘
着韶山银河的山水景色：“水渠蜿蜒于山
岳之间，穿行于山峦之中，如蛇似龙游弋
于湘中丘陵。 渠道水面狭窄，水流急缓交
错，弯弯曲曲。两岸山水风光倒映在水面，
被流晃成一幅飘荡的动感图画。渠道沿途
有长短不一的隧洞……从山的这边穿梭
而入，从山的那边飞跃而出……一条条渡
槽宛如一道道挂在山峦间的长虹，渡槽内
水流湍急，水声潺潺，如翡翠碧玉碰撞相
鸣，渡槽周边山水秀美，景色迷人。 ”

若在秋天，站在“三湘分流”的渡槽
上，放目四望，眼前之景就像是一幅色彩
斑斓的油画：黄的是千重的稻浪，绿的是
挺拔的风景林、茂盛的庄稼，红的是农家
别墅的屋顶，白的是反季作物的大棚，粉
红色的是诱人的湘莲， 更多的色彩是任
何文字、 画笔也难以表现的。 鱼跃的水
声、鹧鸪的啼鸣、家犬的吠叫，让人顿生

身在大自然的安宁。
一个工程为伟人故里锦上添花。
韶山灌区是历史成就与现实效益的

完美相合，是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的完美
结合， 是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完美结
合。灌区本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程经
典， 又是改革开放时期综合效益的样板。
人造的水利风光、田园风光和自然的山水
风光交相辉映；是现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和
刘少奇主席的故乡， 是彭德怀元帅和陈

赓、谭政大将等革命家的故里，是已故党
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湖南工作时主持
修建的工程，也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的灌区精神诞生地、传承地。正因为如此，
灌区已列入我省红色旅游景区评审。有关
权威人士说，这个景区填补了红色旅游景
区的空白，这里可“看”可“用”，可“咏”可
“思”。 灌区所发挥的作用令人叹为观止，
到这里休闲、旅游所得到的审美愉悦更叫
人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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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群众齐上阵，“穿山之志比愚公”

综合利用功能全，人文生态好风光

发力“十三五”，再造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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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家坳山上新修的渠道。 （资料图片） 建在湘潭云湖桥的“云湖天河”渡槽。 （资料图片）

鱼儿跳，人欢笑。

“三湘分流”渡槽。

（本版图片均由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提供） 版式设计 冉明灌区滋养万亩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