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4年12月25日， 五强溪水
电站第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
亲自按下启动按钮。”曾在五强溪
水电工程建设公司担任副总工程
师的田大贵回忆往事，激动不已。
他说， 国家电力工业部赞誉五强
溪水电站是中国水电建设中又一
朵“盛开的金花”。

1996年12月，投资89亿元、装
机容量120万千瓦的五强溪水电
站5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强大的
电流由此传送四面八方。

田大贵说， 五强溪水电站投
入大，产出也大，具有发电、防洪、
航运等综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对湖南经济发展影响巨大。

截至今年7月25日，五强溪水
电站已连续安全运行8729天，安
全运行纪录居全国大型水电站前
列。 作为华中电网骨干调峰调频
电厂， 累计发电 1224.58亿千瓦
时， 大大缓解了我省电力供应紧
张矛盾。2018年发电量占全省水
电发电量的12%。

五强溪水库为全国防汛重点
水库， 将下游尾闾堤垸防洪标准

由5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投产
以来， 成功迎战了1995年、1996
年 、1998 年 、2003 年 、2014 年 、
2017年等多次特大洪水， 为减轻
下游洞庭湖区乃至长江中下游的
防洪压力做出巨大贡献。

五强溪水电站投产，也开启了
沅水流域水电梯级开发的序幕。

1994年10月， 国家批准以五
强溪水电站和凌津滩水电站为母
体， 组建湖南五凌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 并授权其全面负责沅水流
域梯级滚动开发。

五强溪、凌津滩、洪江、碗米
坡、三板溪、托口……20多年来，
一座座水电站在沅水干支流、上
中下游崛起， 首尾呼应， 互补共
济。沅水河道从头到尾渠化，急流
险滩变高峡平湖， 千吨级船舶可
从黔西南直抵洞庭湖。 千里沅水
成为了一条绿色的能源走廊、交
通走廊、富民走廊！

今年3月，五强溪水电站扩机
工程开工。4年后， 该电站装机容
量将达到17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
增至近60亿千瓦时， 沅水流域水
电梯级开发之役将完美收官。

■链接

湖南水电建设成就斐然
湖南水能资源丰富，开发充分。截至2017年底，全

省水电总装机容量1621.74万千瓦，在全省电力总装
机容量中占40%左右；水电年发电量516.8亿千瓦时，
占全省年发电量的38.3%。

除五强溪水电站外，全省还建设了一系列大中型水电站：
柘溪水电站：位于安化县境内资水干流上，装机容

量44.7万千瓦，1962年第一台机组发电。
凤滩水电站： 位于沅陵县境内沅水支流酉水下游，

1978年第一台机组发电。增容后装机容量81.5万千瓦。
东江水电站：位于资兴市湘江支流耒水上，1987年第

一台机组发电，装机容量50万千瓦，是80年代湖南最大的
水电站。

凌津滩水电站：位于桃源县境内，为沅水流域梯级开
发最末一级水电站， 装机容量27万千瓦，1998年首台机
组发电。

托口水电站：位于洪江市境内，装机容量83万千瓦，
2014年全部机组投入运行。 （孟姣燕 姚晓晗 整理）

■亲历者说

抗洪中，与围堰共存亡
讲述人：原五强溪水电工程建设公司总工程师 肖竹生
时间：2019年8月1日

1987年，五强溪工程开工建设半年后，国家水电部
将我从西北调回老家湖南， 担任五强溪水电工程建设
公司的总工程师，临危受命时，我已年近60岁。

我先后参与过中国10多座水电站的建设， 为家乡
的发展尽一己之力，是我的夙愿。

建水电站最怕的就是洪水。施工靠围堰挡水，水量
超过一定标准，围堰有被冲垮的危险。1991年夏，暴雨
使得沅水迅猛上涨，洪水从上游直冲下来，马上就要漫
过围堰，直接威胁正在施工的基坑。

水位不断上涨，围堰随时可能垮塌，施工人员害怕
了。为争分夺秒抢施工进度，加厚加高围堰，我踏上最
前线。告诉大家，我就站在这里，与大家共患难，与围堰
共存亡。现在想来，如果水再大一点，我们真的就可能
没了。也许是我们拼命的劲头感动了上天，洪水没有再
猛涨。最终，施工人员垒起1万多个沙袋，挡住了4次洪
峰的冲击，保住了围堰，将洪水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孟姣燕 姚晓晗 整理）

五强溪，美丽的风景
讲述人：五强溪坝区移民 印七妹
时间：2019年7月31日

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沅水边，打鱼、放排，对水有
很深的感情。

1986年9月，五强溪水电站开工的炮声响起。即使
有千般不舍，我与丈夫、孩子以及公婆还是忍痛将吊脚
楼拆掉，上山重建家园。

因为是临时开荒， 上山后田少了， 收入大不如以
前。但是公路通了，电通了，河上还架了桥，方便了我们
外出。1992年夏，我们下山做起小生意，我还坐着汽车
从常德买来一台电冰箱卖冰棍，再炒些瓜子、花生。因
为工地人多，生意好得很，每晚炒一大箩筐，第二天都
会卖完。

修坝期间，工地昼夜不休。大坝一天天长高，我们
的生意越来越好，心里充满期待。

在沅水号子中，我们这里被称为“缆子湾”，曾经恶
浪汹涌，电站修好后，水位升高，水面平静了。现在的五
强溪水电站，已经成为了一道美丽的风景，每年有很多
自驾游客。我们的米粉店升级为河鱼馆，成为了游客的
“打卡”地。 （孟姣燕 姚晓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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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沅陵县官庄镇下高速， 再沿着逶迤
的山路北行约60公里，就到了沅陵县五强
溪镇。

五强溪，一个偏远的地名，因为五强溪
水电站而名闻天下。

蓝天白云下， 五强溪水电站巍然横亘
沅江。从87.5米高的坝顶远眺，风烟俱净，
水天一色，高峡平湖，风景如画。

从1952年开始地质水文勘测到1986

年复工建设，从12万大移民到1996年5台
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湖南首座120万千瓦
大型水电工程， 创造了湖南水电建设的
壮举， 在湖南水电建设史上立起了一座
丰碑。

五强溪水电站建成20余年来，年平均
发电量53.7亿千瓦时， 源源不断的清洁能
源送往三湘四水；作为全国防汛重点水库，
为洞庭湖区乃至长江中下游减轻了洪水灾
害；大型船舶可沿高等级航道直抵洞庭湖，
千里沅水已变成一条绿色能源走廊、 交通
走廊，造福百姓。

1986年9月,� 五强溪水电站建设正式
启动。

一时间，绵延几公里的工地上，汇集了
一大批技术管理人员和英勇善战的施工队
伍。他们脚踏荒芜，削山填谷，战天斗地的
序幕由此拉开。

1987年， 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钟
平， 作为五强溪水电工程建设公司的技术
人员进驻工程。“从宿舍营地到电厂施工场
地，直线距离大约7公里，湍急的沅水从峡
谷咆哮而过，因为公路没通，要爬十几公里
的山路，走得快也要3个多小时。”钟平说，
艰苦的环境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有些
女同事体力不支,走着走着，坐在山上就哭
了起来。

令钟平惊叹的是，建设者不舍昼夜、士
气高昂，不久内部公路便修通了；同时，右
岸一期围堰、临时船闸、沅水大桥、人工砂
石料场……工程进度随着一次次“会战”的
铺开而直线上升。

1991年11月下旬，冬季的沅水依然湍
急，桀骜不驯。二期截流，令尹岳降终生难
忘。 尹岳降时任工程施工方———中国水利
水电第八工程局助理工程师。“二期截流的
难度超乎意料。”他回忆，当时龙口水流如
注，最大流速达每秒5米，倒入的大石块瞬
间被冲走了，预制的重达15吨的混凝土四
面体逐个丢下水，也“站”不住。

于是，大家想办法，用钢筋把多个混凝
土四面体串联起来，再由推土机投向龙口。
刹那间， 龙口浪花飞溅， 巨石稳稳站住脚
跟。历时12个小时，二期截流顺利合龙。

千年大计，质量第一。
“预订目标是1994年年底发电，大江

截流后，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年，如何确
保质量，加快速度？”尹岳降告诉记者，建设
管理单位和施工单位研究后， 做出一个大
胆的决定： 大坝混凝土浇筑采用通仓薄层
浇筑。

“这在国内是首创。”尹岳降介绍，过去
大坝的混凝土浇筑采用柱状方式， 一块块
浇筑之后，再对缝隙灌浆。而通仓薄层浇筑
不设纵缝，每层浇筑1至1.5米，散热快，浇
筑强度高。新技术的采用，既保证了速度，
又保证了质量。

“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五强溪工程
的施工殊为不易， 大江截留流速等水利指
标高于葛洲坝， 坝址左岸地质条件十分复
杂……”尹岳降说，这些困难最终被建设者
踩在脚下。五强溪工程历时10年，创下了
成功治理国内水电站最高边坡、 采用国内
最大表孔弧门、 采用国内最大混流式不锈
钢水轮机转轮、建成国内最大3级船闸等十
个“全国之最”。

面对五强溪工程， 德国专家也佩服不
已：“中国水电工人干出了国际一流水平！”

五强溪水电站坝前不远处，有家河鱼馆。8月10日，老板
娘印七妹，一边忙着生意，一边与记者聊着与“大坝”有关的
往事。

1986年夏，印七妹一家拆掉了世代居住的吊脚楼，在荒山
野岭重新安家。凭着勤劳、乐观，如今一家人的生活蒸蒸日上。

1986年工程复工的战鼓擂响后，沅陵、泸溪、辰溪3个县
26个乡的168个村和沅陵、 泸溪两座县城、15个乡集镇要
搬迁重建，4万余亩良田将被淹没，大量企业、学校、医院
要拆除……最为艰巨的是12万人口要迁移。

国家对沅陵的移民政策是：本县安置、就近后靠，经费包
干，适当补偿。“当时补偿费用很低，坝区3000多人，400万元
包干。”65岁的五强溪镇乔子坪社区居民张兴发告诉记者，
他们7姊妹和父母拿着不到1万元的补偿， 在山腰凿平了一
块山岩，砍柴、烧砖，苦战半年，终于建起了一座两层的砖木
房，并第一次用上了电灯。

“电站建设是国家的大工程，国家有困难，容不得我们讨
价还价。新房修好后，我们很喜欢。”张兴发笑称，之后村民只
好到山上找出路，夏天顶着烈日在页岩上开梯田，冬天冒着
寒风挑肥栽树。 冬去春来， 几年后陡坡上长满了橘子树、茶
树。

在国家和小家之间， 纯朴明理的村民让出了自己脚下
的土地。沅陵县更是创造了“3个月拆旧城，4年建起一个新
县城”的奇迹。

沿江两岸人民用汗水和泪水， 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奉献
者之歌。

五强溪水电站的诞生，更寄托着党和国家的关切，凝聚
着全省和广大群众的支持———

1994年6月，工程进展关键时刻，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写
下了“为确保五强溪水电站第一台机组发电而奋斗”的题词。

当工程急需资金运转的时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
亲自解难。

几届湖南省委、省政府都以功成不必在我、奋斗必须有我
的决心，举全省之力，把五强溪水电站建设列为“重中之重”。

得知五强溪水电站复工的消息后，工程设计单位中南水
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的技术人员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背着行
李，带着图纸赶往工地。

主要施工单位水电八局举全局之力建设五强溪工程，现
场施工人员多达1万多人。

发电机设备制造商哈尔滨电机厂“为毛主席家乡建电
站”，工期一赶再赶。

……
大山深处，响起的是激情澎湃的奋斗者之歌。

沅水，全长1028公里。从黔东南峡谷
奔涌而来，经湘西滚滚东去，扑向浩渺的洞
庭湖。

在湖南湘、资、沅、澧四大水系中，尤以
沅水丰沛湍急，1033米的落差中蕴藏着
700多万千瓦的水能。

“沅水急，水急好修大水坝”“沅水流，
流的都是煤和油” ……广为流传的民谣反
映了人们开发沅水、 改变当地面貌的迫切
心情。对更多湖南人来说，开发沅水，更是
基于湖南长期饱受缺电之苦。

新中国成立后， 湖南虽然先后兴建了
拓溪、凤滩、东江等水电站和一些火电厂，
但总体而言数量少、规模小，远不能满足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 在沅水干流修建一座大
型水电站，成为几代湖南人的期盼。

当年的五强溪水电工程建设公司副总
工程师、如今已83岁高龄的田大贵拿出泛黄
的照片向记者回忆：“这一历程异常艰难，湖
南人民饱尝了电站‘三上两下’的苦涩。”

早在1952年，五强溪水电站的勘测设
计工作就开始了。1959年前后， 苏联专家
和中南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
员，一道进山开展水文地质调查，力荐在五

强溪修建一座大型水电站。谁知碰上“三年
经济困难”时期，工程只得停了下来。

1978年， 水电部决定五强溪水电站复
工兴建。国家拨款4400万元，拉通了进山公
路，建起了几万平方米的临时工棚。然而，因
蓄水位等问题久拖不决，工程再度搁置。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省喊出“举
全省之力,� 勒紧裤带修建五强溪水电站”
的口号，并向中央请求五强溪复工。经过多
方论证， 综合沅水干流资源规划、 淹没损
失、综合效益等因素，五强溪水电站正常蓄
水位最终确定为108米。

1986年4月， 国务院批准五强溪水电
站复工建设，并将其列为国家“七五”计划
重点工程。 时任副省长陈邦柱随即主持召
开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 明确采用业主承
包制的招投标方式建设———省电力工业局
为业主， 五强溪水电工程建设公司负责建
设管理。

“五强溪水电站之于湖南和中国水电
的意义， 还在于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组织工
程建设， 打破了国家统建统管大型水电工
程的格局。”田大贵说，这也成为创造“五强
溪速度和奇迹”的重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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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7月31日，
沅陵县五强溪镇，云雾缭绕、
风景如画的五强溪水利枢纽工程。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图③1991年11月28日，五强溪工程二期围堰大江截流。（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图②1994年10月28日18∶00， 五强溪电厂1号机转子吊装。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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