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水兴水 民生
人水和谐 望城

长沙望城，北连浩浩洞庭湖，南临巍巍岳麓
山，湘江穿城而过，湘江黄金岸线将水串成这座
城区的灵魂。

多少年来，望城人泽水而居、依河而作，他们
珍惜这片河水的滋养。以“上善若水”的大爱情怀
和担当精神，热爱水、治理水、利用水，是世世代
代望城人的实践写照。

近年来，该区放眼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 湖南湘江新区四大国家级战略平台叠加的
大格局，以实施城市防洪工程建设为基础，不断
完善居民安全饮水、农田水利灌溉、水域生态治
理、水利融资体系，同时依托水资源探索发展生
态农业、休闲旅游、特种水产等项目，推动了水
利建设与地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在今年秋冬望城区水利建设动员大会上，
望城区委书记孔玉成表示：“望城作为长江经济
带的重要节点、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要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三个坚决’，严
格落实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 把生态优
先、 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治水兴水
各项具体工作中去。 ”

围绕 “将水留下来、 让水流起
来、使水净起来、把水管起来”的工作重
点，望城水利人着力构建安全可靠的防洪减灾
体系、节约高效的供水保障体系、水清岸绿的
流域生态体系，为“名望之城”的建设发展提供
了“水”保障、点燃了“水”引擎。

今年夏天，一场特大洪水席卷长沙，位于长沙水
系最下游、湘江入水口的望城受到上压下顶，全区湘
江干流及各支流水位、流量、涨幅均全面超历史，区
域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长达 7 天， 河流全部堤段
超保证水位达 6 天、超警戒水位达 10 天，防汛形势
极为严峻！

在这场“大考”中，该区的湘江干堤全部守住，万
亩堤垸全部保住，没有一例人员伤亡！ 完美的答卷换
来“2017年度全省抗洪救灾先进集体”的荣耀。 而之
所以能取得“家园保卫战”大捷，望城最重要的“武
器”就是区内那一座座牢不可破的防洪大堤。

“去冬今春， 我区共铺排重大水利项目 600 余
处，投入项目资金 10.5亿元。”望城区委副书记、区长
范焱斌介绍，“完成 34 条 112 公里沟渠清淤疏浚、
381 口山塘清淤、137 处电力排灌设施整修， 在建项
目全部于汛期前完成水下工程， 这为成功应对今年
特大洪水奠定了坚实基础。 ”

望城自古以来是个“水窝子”，湘江贯穿全境 35
公里， 一线堤防 164.3 公里，500 亩以上的堤垸 22
个，中小型水库 44 座，山塘溪坝 2.6 万处，全区水域
面积达 17%。 水量季节分配的严重失衡，导致旱涝灾
害频发，全年长达 6 个月的汛期，使得与水作斗争成
为这片土地上百姓的必修课。

说起望城人的“治水”精神，就不得不提到雷锋。
望城是雷锋的故乡，1957 年 10 月，原中共望城县委
员会、望城县人民委员会启动改天换地的治沩工程，
当时年仅 17 岁的雷锋不顾条件艰苦，主动申请加入
工程队伍，与近 2 万乡亲一起，在连绵几十里的大堤
上勾勒出波澜壮阔的劳动画卷， 将深受水患困扰的
团山湖改造成鱼米之乡。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大众垸湘江大堤上，一
台台桩机和挖机繁忙作业，在进行打桩、土方开挖等
工作，虽然冬风凛冽，但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
象。

“这是 2016 年 10 月启动的大众垸防洪整治工
程， 关系到湘江及其撇洪河近 40 公里长大堤的安
全。 ”望城区水利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
长李智介绍，大众垸辖靖港、乔口、高塘岭三个街道
（乡镇）， 总保护人口 13.3 万人， 保护面积 20.49 万
亩，是长沙地区最大的堤垸，也是全省十一个确保垸
之一。 然而，此垸中部分河堤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人工担土砌筑，经年累月，河水冲刷，已出现诸多隐
患。

该工程对垸内全线湘江大堤及内堤河进行堤防
加固、堤坡护砌、堤脚防护、堤身防渗、电排站更新改
造、自排闸改扩建等，工程完工后，将在大众垸区域
形成 50 年一遇标准的防洪闭合圈， 垸内石头堤、粉
行、玉泉山、乔口四个穿堤泵站将能应对 10 年一遇
的暴雨，并实现 1日排干。

“望城水务部门始终将保障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的防洪工程作为首要建设任务。 ”望城区水务局党组
书记、局长、区水利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朱
起志介绍，近年来，望城相继实施了高裕垸城市防洪
工程、 胜利垸城市防洪工程、 湘江西岸防洪保安工
程、马桥河防洪整治工程等，并且通过全面推行工程
建设项目法人制、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规范确定小
型工程施工队伍、严格工程招投标及标后监管、建立
工程“红、黑”榜信息平台等举措，倡导以“工匠精神”
打造防洪工程，确保了工程质量过硬。

全省水利建设“芙蓉杯”、“全省水利建设先进区
县”、 沩水水闸获评“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文明工地”
……一个个光环不负望城水利人的苦心， 但他们更
欣慰的是护佑了一方百姓平安———今年 7 月 2 日凌
晨 1 点半，湘江水位高程达 37.54 米（吴淞高程），被
列入 2016 年冬修工程的乔口撇洪河南岸望城大堤
固若金汤，10万余百姓无需疏散、高枕无忧。

历史的光环虽还未消散， 追求的脚步却不敢停
歇：2017 年冬修计划， 望城铺排水利建设项目 600
余处，涉及水毁工程修复、处险工程实施、河湖堤防
综合整治等 7 个方面，总投资约 35.3 亿元，其中 55
处重点处险工程要求在 2018 年 4 月 1 日前全部实
施完毕，为来年汛期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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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靖港镇石毫村的会计徐家福下
班回到家，打开自来水龙头，接水、淘米、
煮上一锅香喷喷的白米饭；饭后，他烧上
开水， 给自己泡了一杯香气馥郁的绿茶；
品完茶，走进卫生间，打开花洒龙头，冲个
热水澡，洗去一天的疲惫。 就像城里的平
常人家一般，一切那么轻松、自然。

然而这看似平凡的生活， 在几年之
前，却是一种奢求。 1989 年建成并投入使
用的靖港自来水厂以前只对镇上供水，各
村普遍打井取水，石毫村地下水矿物质严
重超标，打上来的井水洗衣服能把布料漂
黄，更糟的是许多村民患上肾结石。“我妻
子就因为肾结石进过几次医院了。 ”回忆
往昔，徐家福直摇头：“到了冬天，水井干
了，还要去湘江河里舀水，可靖港一带沿
江是血吸虫疫区。 所以喝自来水是我们长
久的夙愿啊！ ”

2005年起，望城响应国家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建设号召，陆续对各乡镇自来水厂
进行提质改造，延伸管网铺设范围，提升
供水能力。 靖港自来水厂自 2010 年起启
动提质工程，投资近 400 万元，新建了一
座日供水能力 2400 吨的新厂房， 延伸主
支管网线路百余公里，目前已全面覆盖靖
港新镇、芦江社区、金星村、石毫村，实现自
来水进户，部分覆盖农西村、前榜村、复胜
村，实现自来水到组。

“我妻子这些年肾结石再没复发过
了。 ”徐家福说，“村上那些腿脚不便、眼睛
看不见的残疾村民、孤寡老人也不用再出
门打水了。 ”

近年来， 望城加快推进民生水利建
设，让人民群众分享更多水利发展带来的
安全感、收获感和幸福感。 仅 2017年就投
入农村自来水工程资金 1.33 亿元， 完成
18 个农田水利扶贫项目、21 处排灌设备
更新改造和 4000亩塘坝扩容增蓄。 目前，
全区有 12 个大型供水企业（水厂），农村
自来水覆盖率达 85%，8 个省定贫困村全
部实现自来水进村组， 预计 2018 年底覆
盖率将达 95%，2019年实现全覆盖。

望城虽然水系发达，但过境水多、人均
水少，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加之其为农业
大区，农业灌溉水源不足问题明显，高效节
水灌溉成为破题之策。 根据湖南省“十三
五”计划，望城需完成节水灌溉面积 4.41万
亩。 2016年秋冬以来，该区完成 17处低压
管道输水工程，新增高效节水面积 1万亩，
受到国家水利部农水司的充分肯定。

来到高塘岭街道湘江村的龙虎生态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稻基地，2200 多亩的

稻田里看不见一条进水沟渠，
田间两个小型气象站正通过
太阳能光伏电板发电运转。 这
是什么“黑科技”？

“这片基地是望城区三个高效
节水灌溉示范区之一。 ” 龙虎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袁龙告诉笔者，整
个片区只有两个泵站， 但在地下铺设了总
长 2.4 万米的管道， 每一丘田的土壤下都
有管道和单独的阀门， 灌溉水源从管道进
入田间，通过控制机房内的电脑操作，可以
实现精准灌溉。“比如我设置某一丘田的水
位为 5公分，当水位低于 5公分时，系统就
会自动打开阀门补水， 另外也可以通过预
约功能，定时打开、关上阀门。 ”

更妙的是， 通过田间的小型气象站对
空气、土壤中的湿度、温度等进行测控，能
为灌溉的水量、时间、次数提供精确参考，
系统还可通过 WIFI 与手机相连， 农民只
要打开手机 APP， 就能实现一键灌溉，十
分方便。“智能节水灌溉帮助地势高低不一
的水稻获得同等的水量，提升了水稻品质，
而且能为公司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以前田
间有 15 个水泵，要 15 个人看水，现在减
少到 2个，每月省下近万元电费。 ”

据望城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易
文龙介绍，望城采用“民办公助，先建后补”
的方式，共建设了隆平高科种粮合作社智能
灌溉片区、湘台科技园喷滴灌片区、宝丰农
业管道输水灌溉片区 3个高效节水示范区，
运用信息化、水肥一体化、智能泵站等多种
现代化农业智慧系统，通过喷灌、滴灌、智能
灌溉等方式，每亩地节水 146立方米，年节
水量达 192.28万立方米， 区内农田灌溉用
水有效利用系数由 0.51提高至 0.96。

10月 18日，党的十九大在北京开幕，
“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综合治
理”“扩大退耕还林还草”……习近平同志
所作报告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反
复出现，“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的话语直扣人心。

10月 19日， 水利部和省政府共同召
开长沙市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
验收会，长沙通过验收，在全省率先成为
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

11 月 1 日，省委、省政府召开省市县
乡村五级干部电视电话会议，就洞庭湖生
态环境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再动员、 再部
署、再推进、再落实。

一系列事实在明确表达：水域环境治
理、水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新时期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

望城紧跟时代步伐，第一时间召开区
委工作联席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
会议精神，部署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
“五大计划”，落实的行动一路向前———

全区境内 37 条河流、43 座水库、44
口湖泊、363 口山塘均实行“河长制”，建立
以党政领导为主体的区、 街镇、
村（社区）三级组织体系。 对市、

区管“一江七河二湖库”已“盘清底子”，建
立起“一河一档”，精确掌握了河流总长度、
流域面积、河道岸线等数据，全面核查了
涉水工程、水生态环境、入河排污口、农业
面源污染等情况。 下一步， 针对各河湖列
出的主要问题清单，将制定“一河一策”，包
括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
治、水安全保障、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
6 大任务，分别明确牵头单位、配合部门，
定人定责，限时完成。

开展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行动，
望城的举措务实有力！ 针对河道非法采
砂，采取“日常巡查与夜间突击相结合、普
通巡查与重点监督相结合、单位巡查与部
门联动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利用高清摄
像头、高清远程夜视仪、无人机等信息化
设备，实现 24 小时监控，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顶格处罚，非法作业船舶设施一律
进行切割处理。 湘江望城段原有 32 处砂
场全部拆除，分阶段、分批次安置到铜官、
乔口砂石基地，严格按照政府指导、企业
组织、市场运作、统一管

理的原则，全区砂石经营规范有序。
启动大众垸河湖水系连通工程，通过

对新老沩水、老沩水 - 团头湖水系、新康
河湖、乔口河湖、靖港河湖 5 个片区水系
分别实施连通， 最终将大众垸内长达 68
公里的水系全面打通，通过智慧水务的联
排联调，让垸里的水“活”起来，从而提升防
洪排涝、 水体自净、 农田灌溉等各方面能
力。

规划湘江新康段水环境治理工程，在
沿江 3.1 公里大堤内侧 100 米范围内，退
耕还林、还草、还湿，建设具有生物多样性
和景观多样性的生态“绿带”，发挥湿地、植
物的涵养、净化、吸附、降解功能，使农村农
业面源污染经过“绿带”净化处理后，水质
达到地表Ⅲ类标准再排入湘江。

与此同时，未来三年，望城全区将着力
推进工业污染防治计划、城乡生活污水处
理计划、农业农村污染治理计划、河湖水域
治理计划、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计划“5
大计划”，逐步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

在望城，沿着湘江西岸一路北上，仿若走进一
条精雕细琢的历史文化长廊———

新康戏乡，河畔的“洪兰桂打酒”剪纸雕像将
人们带入经典花鼓戏片段，红瓦白墙、古朴厢柱上
的戏剧脸谱平添戏乡风姿， 临水而建的社戏码头
戏声不断，好戏连台的漮水梨园戏韵悠长；

湘水与沩水相遇拥抱处，碰撞出靖港古镇的
繁华，八街四巷七码头的茶楼、会馆、戏院、客栈，
再现明清“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的盛景，
岸边停靠的乌篷船娓娓讲述曾国藩“屡败屡战”的
顽强；

再向北，乔口渔都如一幅流利清新的水墨画
徐徐展开，白墙青瓦的民居依河而筑，斗拱飞檐的
屋角勾出道道游丝流云，河埠廊坊、临河水阁、亭
台水榭，让人穷尽对江南水乡的浪漫想象。

2011年，望城启动对新康、靖港、乔口等沿江
古镇的河湖治理工程，按照“都市水利、生态水利、
景观水利”理念，将岸线整治、补水泵站、连通涵
闸、环湖游道、亲水码头建设等工程结合进行，打
造出一个个秀美的水乡古镇、繁华的商贸名镇、宜
居的风情小镇。

放眼全区，望城依托区内丰富的水资源，将水
生态文明理念通过水系的完整性、水体的流动性、
水质的良好性、生物的多样性等，融入品质城区打
造、美丽乡村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描绘出一幅“城
在水中、人在画中”的美丽图卷。

东湖湿地公园里，500 亩水面碧波荡漾，700
亩陆地绿树成荫，杨柳依依的湖畔，人们或漫步水
岸， 或小憩闲聊， 呼吸着带有泥土芬芳的清新空
气， 体验着绿坡柳岸、 霞飞鹭栖的湿地原生态风
情。

行车在潇湘大道北延线，银杏、玉兰、紫薇、樟
树等不同景观次第掠过，游道栏杆、绿树芳草、花
园机台、亭台闸室相继进入眼帘，戏水滩地、秀水
清波、圆舞广场等亲水平台上，晨练的市民载歌载
舞，跳跃着人水相亲的快乐音符。

原来只负责防洪保安的大堤、只承担农田灌
溉的水利工程， 如今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以湘
江、沩水、八曲河等自然水资源为载体，涵盖湘江
长沙综合枢纽工程和沩水水闸两大水利工程，囊
括东湖、大泽湖、团山三大湿地的望城半岛水利风
景区， 如今已经成为望城人民不可或缺的绿色呼
吸系统。 湘江古镇群更是成为长沙周边市民度假
的首选地，每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乡村休闲旅
游成为“名望之城”新的经济增长极。

眼下望城，水与绿相伴，人与水共生，一座城
水相依、人水和谐的水美之城正如一颗熠熠生辉
的明珠，闪耀在湘江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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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水 ： 防洪减灾安全可靠

用 水 ： 供水保障节约高效

管 水 ： 生态流域水清岸绿

兴 水 ： 亲水新城风光无限

沩水水闸

东湖湿地公园

城与水交相辉映

乔口柳林江

高效节水灌溉示
范区的智能泵房

八 曲 河
高 裕 垸 防 洪
景观工程

(本版图片由望城区水利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