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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排查明底细

水，是温柔的，然而，她又是狂暴的。 当

水被牢牢掌控之时， 她是利万物的天使；而

她一旦突破堤防， 就成了为祸人间的魔鬼。

1954

年

7

月

25

日，浏阳市宝盖洞水库（小

I

型）垮塌，共冲淹农田

2.8

千万亩，冲毁房屋

2.5

万间，死亡

477

人。

2006

年，安仁县龙源水库溃坝！

天大地大，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最

大。 水库溃坝事件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和

各级党政领导的心———

2002

年郴州北湖区

四清水库大坝滑坡，温家宝亲临现场指挥抢

险救灾，慰问抢险的干部群众，省委、省政府

请求驻湘部队调集

2000

余名武警官兵抢险

救灾

20

余天， 时任省长周伯华亲临一线指

挥，时任省水利厅厅长王孝忠等一批党政领

导在现场打地铺，坐镇指挥。

决不能让悲剧重演！ 决不能让人民群众

再身陷险境！ 从省委、省政府领导到全省水

利厅系统的工作人员发出了同一种声音。 这

不是形式上的誓词， 而是内心深处的回应。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迫在眉睫， 时不我

待！

自

2007

年

12

月下旬开始，省水利厅召

开了多次前期工作专题会议，严格按照有关

要求，将治理规划和前期工作任务等落实到

相关部门和设计单位；下发了《关于做好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前期工作的通知》， 制定了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设计导则》 等一系列规

范性文件，建立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技

术专家库，并组织有关专家深入各地开展了

技术指导、安全鉴定现场复核和初步设计审

查。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病险水库加固

工作，将之列入“十一五”规划。

2008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回良玉在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中郑重指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充分发

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强化组织领导，

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设步伐，加强项目管

理，落实各项措施，保证工程质量，消除安全

隐患，确保

3

年内完成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

任务。

省委书记张春贤指示， 一定要深入调

研，掌握全省水库现有情况，有针对性地进

行治理。 省水利厅党组立即召开专题会议，

认真研究部署，一场精准排查全省水库情况

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各级水利部门迅速动员， 主要领导带

队，集中起所有精干力量，深入当地每一座

水库，走访水库管理人员，认真勘探，精心设

计。 经过科学论证，一个雄伟的治理规划出

台了。 时任省水利厅厅长张硕辅感到了肩上

担子的份量：短短

3

年，全省必须完成国家

规划内

634

座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其

中大型水库

1

座、中型水库

123

座、重点小

I

型水库

510

座；

5

年内，必须完成省级规划内

803

座小

I

型和

308

座重点小

II

型病险水库

的除险加固任务；同时，各市

(

州

)

必须完成国

家和省级规划外的

3900

座小

II

型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任务。

底细一旦澄清，任务就已上肩。 立志干

一番事业的湖南水利人， 决心用智慧和汗

水，高奏一曲荡气回肠的潇湘治水颂！

科学决策巧布局

2008

年

2

月

26

日， 副省长徐明华在全

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会议上强调，全省

各有关部门，特别是水利部门，要充分认识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以

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决打好病

险水库的除险加固攻坚战，不折不扣地完成

工作任务， 兑现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庄重承

诺。

徐明华的话语，极大地感染着每一个与

会者。 省水利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相关

部门迅速行动起来，打响了潇湘大地病险水

库治理攻坚战。

其实，潇湘大地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

的序幕，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就已经拉开。

自

1998

年以来， 全省有近

804

座病险水库

纳入国家专项治理规划， 约占全国规划的

1/10

；至

2009

年底，已完成

545

座建设任务，

尚有

259

座正在建设中。 此外，省财政采取

“以奖代投”新机制，投入

15579

万元，补助

各地治理了

608

座小型病险水库。

面对当前病险水库的严峻形势，现任省

水利厅厅长戴军勇神色凝重地说：“水库一

旦失事，就没法抢险，只能转移人。 就算是任

何一个小

II

型水库垮塌出险，它所造成的损

失，都是非常巨大的。 ”戴军勇的这番话，深

深烙进了每一个水利人的心中。

2008

年

3

月

24

日， 省水利厅副厅长刘

佩亚在全省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会议上下

达动员令：从

2008

年起，用

5

年时间，高标

准完成

5645

座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

这是一项惠民工程， 是一项利在当代、

功在千秋的富民大业；然而，这又是一个庞

大的系统工程。 这是一个真实得让人眼睛发

亮的数字，更是一个宏伟蓝图，需要用巨大

的资金、无穷的智慧、顽强的毅力和辛勤的

汗水来化为现实。

2008

年，新一轮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攻坚战再次在潇湘

大地上展开！ 省水利厅责无旁

贷地成为全省这场攻坚战的

核心和枢纽。 为此，成立了以

厅长戴军勇为组长的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工作领导小组，省

水利厅建管处承担了具体的

组织协调和日常管理工作。

从省委、省政府到省水利

厅 ， 从各市州到县区水利部

门 ，自上而下 ，都迅速成立了

相应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

作领导小组，由各级各部门的

一把手挂帅 ，亲自抓 ，层层签

订了工作责任状，明确了工作

任务，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工

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的责

任体系。

打好攻坚战 ， 资金是保

障。 这次病险水库治理需要投

资

78

亿元。 除去中央财政投

入约

30

亿元，地方还需至少配

套

48

亿元。

48

亿元！ 钱从何来？ 省水

利厅厅长戴军勇展开了凌利

的攻势，就建设资金缺口这一

问题 ，多次向省委 、省政府领

导汇报，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高

度重视。

2008

年

3

月上旬，省

政府召开了专题常务会议，要

求省直有关部门采取以财政新增预算、贷款

融资、整合水利资金等方式，加大投入；要求

市州和县市区采取 “公共财政投入为主、市

场动作融资为辅、受益者适当负担”等方式，

千方百计筹措建设资金。

“兴修水利为人民”，始终是与水有着深

厚渊源的湖南各级领导干部的心结。 很快，

专项资金有了着落！ 截至

2009

年底，中央已

下达资金

30

多亿元，省财政安排了

7

亿多，

市、县各级财政也安排了

5

亿多，其他仍在

积极筹措之中。

宏图绘就，东风正劲，时不我待！ 广大水

利工作者义无反顾地扛起时代的使命，扬起

理想的风帆，把智慧、热情和汗水挥洒在一

座座水库大坝之上。

全面治理大手笔

衡阳，曾诞生出王夫之、王闿运等大思

想家、大学者。 “心忧民众，敢为人先”的精神

之光源源不断地照耀着潇湘大地，辉映在历

史的天空。 一踏入这方神奇的土地，就有一

种热血沸腾之感。 这感觉最先来自铁塘桥水

库病险加固工地上传出的坚实之音。

铁塘桥水库坐落在祁东县白地市镇铁

塘桥村，三面高山环拥，崔嵬险峻，曾是解放

战争时期“衡保战役”主战场。

1972

年，当地

人民修建了这座总库容为

1164

万立方米，

集灌溉、防洪、养殖、供水、发电等综合效益

为一体的中型水库。 随着时光流逝，大坝日

益老化，坝基、坝体和坝肩多处渗漏，且多年

遭受洪水冲刷，内坡经常出现塌陷，加之溢

洪道泄洪不畅，对下游

2

万多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和

3

万余亩农田造成了极大的

威胁。 为了及时治理水库病险，消除生命财

产安全的隐患，衡阳市和祁东县的各级领导

以及水利部门的同志们组织设计、 施工、监

理等单位团结一心，加班加点，在大坝除险

加固施工现场展开大会战。

一架架冲击钻机发出高亢的巨响，一台

台高压旋喷灌浆机在轰轰作响，满身泥渍的

施工人员在挥汗如雨的忙碌，机器的轰鸣声

和人的呼喊声，汇成了土地上最朴质的生命

之音。 这是祁东县病险水库治理的一个缩

影。 该县共有水库

147

座，已纳入国家规划

除险加固治理投资的中小型水库

9

座。 为打

好这场攻坚战，上至县长、分管副县长，县水

务局全体工作人员，下至施工、监理工程项

目单位以及广大施工人员， 全都争分抢秒，

投入紧张的建设之中。

2008

年

10

月

31

日，祁东县洪桥镇乔亭

村的曹口堰水库除险加固治理拉开了帷幕。

到

2009

年

9

月

20

日， 大坝高压旋喷灌浆、

坝基帷幕灌浆，大坝护坡、消力池、高低涵加

固等工程已全部竣工。

湛蓝的天空下，曹口堰水库以崭新的面

貌和雄壮的姿态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水库的

成功治理， 标志着下游

3

万多人口、

4

所学

校、

4

个乡镇机关和

322

国道，尤其是湘桂线

铁路，从此固若金汤。 整治后的水库，不但有

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更带动了旅游休

闲资源的开发。

慈利县是典型的山区， 有大小水库

60

多座， 是全省病险水库数量较多的县区之

一， 也是全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的重点单

位。 为尽快铺开黑峪湾等

14

座病除水库治

理工作，该县政府按照《湖南省水利工程建

设项目法人导则》，建立了项目法人技术、财

务、综合、档案等机构；明确了相关责任人和

工作职责；建立健全了从工程安全、质量、资

金使用、外部环境到合同管理等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制度， 每个水库现场都建立公示牌，

标明人员单位、 联系电话和各相关单位名

称。

去年

8

月

12

日， 黑峪湾等病险水库治

理开工之前，为落实施工、监理项目招标工

作， 张家界市和慈利县严格依照省水利厅

《国家规划内中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监理与施工项目实行打捆招标和集中招标

的通知》的要求，实行公开、公平、公正招标，

选定湖南湘禹水电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湖

南德江监理有限公司为施工、监理单位。 这

一招标办法，既降低了招标人、投标人的招

投标费用，也减少了监管成本。

病险水库治理的每一个工地上，都是热

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汽车的跑动声、机械的

轰鸣声、人们匆匆走动的步脚声，呼啦啦的

红旗招展声，汇成了一种雄浑高亢的劳动号

子，唱出了土地上的绝世歌音。

慈利县零阳镇境内的李家垭水库，总库

容为

416.6

万立方米、控制集雨面积

12.5

平

方公里， 是一座以灌溉为主， 结合发电、防

洪、供水等综合效益的小

I

型水利工程。 它

始建于

1974

年，

1987

年投入使用。担负着下

游

3000

人和数千亩耕地的安全。 经过水利

专家现场勘测，该水库坝基岩溶节理裂隙发

育，坝基坝肩及坝体长期存在渗漏现象。

病险就是命令。

2008

年

10

月中旬，李家

垭病险水库治理工程也拉开了施工的序幕。

3

个多月过去， 李家垭水库以崭新的面貌呈

现在世人眼前。 坝体增设了高压旋喷灌浆和

复合土工膜防修， 坝基增设了帷幕灌浆防

渗，上游坝坡进行了削坡放缓，下游坝坡进

行了培厚放缓，同时，还对溢洪道进行了加

固，新建了输水隧洞。

在慈利这片土地上， 辛勤的水利工作

者，用他们的汗水和智慧，治理了一座座病

险水库，先后有皮家垭、胜天、七里峪、九龙、

陈溪峪、黑龙泉、碗田、黑峪湾、李家垭等

14

座水库得到了根本性的治理加固，彻底解除

了山区群众的水患之忧。

经过一个冬春的紧张治理， 截至

2009

年

12

月底，全省列入国家规划且

2008

年中

央下达投资的

375

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

作任务已基本完成，其中中型水库

78

座、小

型水库

297

座。 国家规划内的一座大型和

2009

年中央已下达投资的

258

座已全面开

工建设，目前进展顺利。 省委、省政府和各级

为民办实事项目考核办公室高度重视病险

水库治理工作， 将我省国家专项规划内的

634

个水库治理项目， 纳入省为民办实事项

目进行考核。 水利等部门要组成专门验收班

子，深入实地，对水库工程建设情况逐一检

查验收，坚持奖优罚劣。

11

年来，全省已加固改造国家规划内的

各类病险水库

545

座，没有出现一起安全问

题，工程质量良好。 那一座座崭新壮阔的水

库大坝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如耸起的一道

道坚固长城。 这次大手笔的全面治理病险水

库，书写了潇湘大地治水的辉煌历史，实现

了无数湖湘子民的梦想。

心系民生倾真情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千古佳

话，震撼着一代代后人的心魂。

21

世纪的今

天，全省水利人弘扬“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的湖湘精神， 以坚定的信念和燃烧的激情，

投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这一规模宏大的民

心工程。

刘佩亚，这个健谈、随和而又不失幽默

的省水利厅副厅长， 爽朗而坚定地介绍，水

库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供给水资源，如今群

众关心的水利工作就是两个：一个是喝的水

干不干净；一个是水能不能到田里来，说白

了， 就是要解决农业灌溉问题。 他的话，简

洁，干脆，一语中的，直抵人心！ 不难看出，他

的心里，装的全是老百姓关注的事。 近几年，

为了各地的病险水库治理，几乎一年到头就

在外面跑，跑建设资金，跑工作协调，亲临现

场检查项目工程施工质量。 阳光下，风雨里，

匆匆来回，一路风尘仆仆。

采访期间，笔者时时被我省水利人心系

百姓、忠于事业的一腔赤诚而感动。 祁东县

水务局副局长熊安禄说，为加快曹口堰病险

水库的治理，县水务局自始至终做到了“三

不”，即不插手施工、监理项目单位的工作；

不调用一分钱资金，确保专款专用，用好每

一分钱；不插手人事安排，让施工、监理项目

单位独立自主开展工作。 除纳入国家规划投

入资金的病险水库治理外，该县还千方百计

自筹资金加强规划外的小型水库治理。 如为

治理袁山水库，需资金

22

万元。 水库管理所

所长张保军， 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房子卖

了， 并四处向亲戚朋友借钱用于水库建设。

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情怀啊！

2008

年，当地一家私营公司听说资金短

缺后，立即与镇和县水务局取得联系，拿出

资金，投入水利建设。 这种感人至深的事例

很多很多。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饱含着对土

地、对人民的无限深情。

衡阳市水利局建管科长刘向阳，对每个

项目的施工质量和工程管理特别严，几乎到

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2008

年

10

月下旬，曹口

堰水库治理开工的前一天，他主持召开紧急

会议，可是“五大员”中有个安全员未及时赶

到。 他桌子一拍：“不遵守制度纪律，就马上

换人！ ”安全员匆忙赶来，当场作了检讨。 为

加强工程管理，提高工程质量，他将每个项

目经理的有关证件全收到县政府，让经理们

自觉定期向县政府汇报施工情况，有效地避

免了施工拖拉的现象发生。 无论天晴下雨，

他每月雷打不动，带领质检人员深入现场检

查一次。 这里的一切，无不诠释了一个水利

工作者对事业的忠诚。

曹口堰水库治理时， 大坝上寒风凛冽，

冻得人直打哆嗦。 推土机、汽车、灌浆机、冲

击钻机一片轰响，加之阴雨连绵，人们只能

穿着雨衣在风雨里穿行奔忙， 抓着工具的

手，即使麻木了，失去了知觉，搓几下，又继

续干。 那个冬天，施工、监理人员与风雨战在

一起，与寒冷裹在一起。 大堤上，架起了一个

个简陋的工棚，施工人员在工棚里铺上几把

草，加床棉被就是床，吃睡都在工地上。

2009

年春节， 四周的村民都在欢度春

节，他们却仍坚持在工地上，年饭也摆在大

坝上。 监理工程师张先哲为检查施工质量，

不顾严重腰椎盘突出的疼痛，克服坐立不稳

的困难，在走几步、蹲一下的情况下，随着施

工人员一步步的向前挪，毅然坚持到主体工

程完工。 主管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多次到现

场检查工程质量，解决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化险为夷，化害为利，这是千百年来治

水者孜孜以求的终极目的。 竣工后的每一座

水库大坝，巍然挺立在大地上，锁住了清清

一脉水，也消除了安全隐患，带给人民群众

巨大的实惠。 以祁东县、慈利县目前治理好

的

20

座水库为例，不但解决了

20

多万亩农

田的灌溉用水的问题， 而且有曹口堰等

10

多座水库恢复了水力发电，为当地每年增加

发电量

200

万度。 除部分水库提供人民群众

的饮用水外， 可开发水库水面养殖

4

万余

亩。

2009

年

3

月上旬，李家垭水库治理工程

竣工后，当地群众李某承包了这片水面发展

养殖业，预计年创收

8

万元。 黑峪湾水库除

险加固后，可保证每年以

150

万方的水资源

满足县城近

2

万人口的饮用水，更重要的是

确保了枝柳线铁路、常张高速公路的交通运

输以及

10

多所学校， 机关和部分村镇的生

命与财产安全。

每一座病险水库在治理过程中，各级水

利行政主管部门不但经常组织有关单位对

工程安全和施工质量进行检查，而且还聘请

了许多当地群众对工程建设进行了全面监

督。 望着崭新的水库大坝，当地群众的心里

说不出的激动，这是他们多年来的梦想啊！

黑峪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竣工那天，许

多村民自发组织乐队，敲锣打鼓，鸣放鞭炮

表示祝贺， 一串串喜悦的泪水洒在了山谷，

洒在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一位

70

多岁的

老人热泪盈眶：“感谢党和政府为咱老百姓

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啊，现在，就是睡觉也

踏实多了！ ”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是湖湘

大地上老百姓内心深处的朴素表达，是老百

姓对广大水利工作者情系民生的由衷感激。

荡气回肠的潇湘治水颂

———全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纪实

湖南，因“居洞庭之南”而得名，就连其简称也离

不开“水”，足见其与“水”之渊源；史有“潇湘、

漓湘、蒸湘”之谓，兼有湘、资、沅、澧流注其间，故有“三湘四

水”之称。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千百年来，因了一方圣

水的滋润，积淀了极其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蕴，造就了周

敦颐、王夫之、左宗棠、谭嗣同、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

彭德怀等一代代胸怀天下、忧乐苍生的湖湘精英。

滔滔不绝的湖湘之水， 倾注了湖南人太多的情感，

启迪了湖南人太多的智慧，铸就了人间太多的丰碑。

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中期，在党中央的号召

下，举国上下大兴水利，一座座大中小型水库屹立于崇

山峻岭之间，成为了昭示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一方方丰

碑。 在那激荡人心的水利建设大潮中，湖湘儿女不辱时

代使命，先后建起大小水库 13326 座，占全国水库总数

的 1/7，堪称全国水库第一大省。

喜看稻菽千重浪，不忘清流汩汩来。 年复

一年，一泓泓清洌的水，流出水库，

注入农田，浇灌庄稼，浇开了千万

湖湘儿女的幸福生活之花。

引 子

访问即将结束时，笔者在慈利山区

的黑峪湾、李家垭、黑龙泉等水库的大

坝上留连了很久很久。 隔着飘缈的雨

雾，只见一泓泓清洌鉴人的水，静静地

躺在九曲通幽的水库里， 那么的平静，

那么的安祥。

走近这一方方清澈之水，笔者似乎

真正明白了广大水利工作者辛勤劳作

的全部意义，那波光粼粼的水里，漾动

着他们情系民生、 造福群众的一腔赤

诚。

蒙蒙细雨中，耳边仿佛隐隐传来机

器的轰鸣声，一阵阵扣人心弦的劳动号

子仿佛在潇湘大地上流淌，渐渐汇成一

曲荡气回肠的潇湘治水颂歌。

尾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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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险水库整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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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水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