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水利

【特写·浏阳河双江口】

大溪河、小溪河在浏阳市高坪镇双江口

汇聚成浏阳河干流。端午节前，正是水量充

沛却又未涨大水的时节，记者来到双江口，

但见山峦叠翠、河畅水美，犹如一幅飘逸空

灵的泼墨山水画。

长沙市副市长、浏阳河市级河长李蔚介

绍，这里原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小作

坊早已取缔，现在建成了浏阳河国家湿地公

园，是新晋的“网红打卡地”，是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先进典型。

从双江口一路西行，至浏阳河入湘江

口，一路岸绿景美，“一河诗画”。

【长镜头·流域面积最大的全国示范河湖】

浏阳河流经长沙的浏阳市、长沙县、芙

蓉区、雨花区、开福区 5 个县市区，承载着湖

湘儿女浓浓的乡愁。但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

两岸的工业生产废水、养殖粪污等让浏阳河

一度成为“臭水沟”。

2017 年元旦，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实施河

长制的号令。长沙市将浏阳河保护与治理作

为河长制工作第一突破口，以“截污、提标、

调水、监管”八字方针治水，力求早日恢复母

亲河本来面貌。

上游实施生态涵养。探索实施浏阳河流

域水质、水量生态补偿，从源头保护浏阳河。

2019 年，浏阳河在浏阳市出境断面（金牌村）

水质达Ⅱ类，长沙市对浏阳市给予 1000 万

元的生态奖补。

中游实施控源截污。采取“全截污、全收

集、全处理”的治理方式，千方百计减少污水

下河。2017 年以来，浏阳河流域配套建设污

水干支流管网 140 余公里，沿线所有乡镇污

水处理厂均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沿河规定

范围内畜禽规模养殖退出达 2493 户。

下游实施综合整治。全面开展城区污水

处理厂扩容提标工程建设，2018 年以来，流

域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35.9 万吨每天。同时，

全力推进两岸堤防达标和风光带建设，两岸

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针对一些水质经常为Ⅴ类及劣Ⅴ类的

支流，长沙市级河长办以多种形式督促相关

县级河长开展整改。2018 年以来，市级层面

共下发各类批示抄清、交办、督办、警示函 85

份，整改效果明显。同时，聚焦小微水体管

护，长沙市实现了全市所有小微水体管护责

任全覆盖、监管无盲区，力求“让水留下来、

活起来、净起来、美起来”。

2018 年以来，长沙市在浏阳河累计铺排

年度任务 181 项，安排各类资金逾 70 亿元。

2018年，浏阳河入湘江口（三角洲国控断

面）年度水质自 2004 年有监测数据以来首次

达到综合Ⅲ类标准。2019 年，浏阳河 10 个国

控、省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 100%。2019 年 2

月以来，浏阳河入湘江口国控断面月度水质

连续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

2020 年 11 月，浏阳河通过了水利部组

织的全国首批示范河湖建设验收。长沙市河

长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浏阳河的流域面积达

4244 平方公里，在全国首批 17 条示范河湖

中是最大的，相应的治理难度也堪称最大，

但相关各级党组织坚决落实中央大政方针，

沿河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护水美，成功将其打

造成了一条美丽的幸福河。

【画外音·守护好一江碧水】

2017 年元旦，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

中发出“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的号令。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洞庭湖时

又提出“守护好一江碧水”的具体要求。

牢记殷殷嘱托，湖南在全国首创省总河

长令，省委书记、省长签发 6 道省总河长令，

聚焦“僵尸船”清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河湖“四乱”治理、大通

湖治理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因河湖

管护成效明显，湖南河湖长制工作在 2019

年、2020 年连续两年获得国务院真抓实干督

查激励表彰。

事实上，湖南在 2013 年即启动实施了

湘江保护与治理省“一号重点工程”，以 3 个

“三年行动计划”开展湘江保护与治理的攻

坚战和持久战，誓还湘江千里碧水，带动全

省将美丽的“一江一湖四水”留给子孙后代。

目前，省“一号重点工程”已取得辉煌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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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勇

善治国者必重治水。

1927 年，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

提到“十四件事”，其中一件便是修道路、修塘坝。

1934 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

会上，毛泽东即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著名论断。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历经 70 多年奋

斗，全国各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大举治水对大江

南北的改造，堪称其中最显著、最直观的变化之一。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以南，河湖众多，雨水资源时空

分布不均，洞庭湖接纳湘资沅澧四水并在三峡下游吞吐

长江，历来是全国治水的重点和难点。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在党中央的亲

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湖南人民除水害、兴水利、护水

美，谱写了一曲曲气吞山河的壮丽凯歌，功盖前人，利在

当代，泽被千秋！

【特写·荆江分洪工程北闸】

6月 10日，记者从长沙市驱车前往湖北省公安县，抵达

位于虎渡河太平口附近的荆江分洪工程北闸（进洪闸）。

北闸管理所党支部书记、所长徐文彬介绍，荆江分

洪工程是新中国兴建的第一个重大水利工程，北闸是其

标志性建筑。湘鄂边陲黄山头附近的南闸为节制闸，控

制虎渡河进入洞庭湖的流量不超过 3800 立方米每秒，保

障洞庭湖区安全。

站在总长 1054 米的北闸上，但见 54 扇弧形钢铁闸

门，如同一把巨型枷锁，日夜看管着不远处曾肆虐千年

的长江洪水，守护着荆江大堤、沿岸百姓和江汉平原的

安全。

【长镜头·分洪和不分洪都是为了广大人民利益】

长江自湖北枝城至湖南洞庭湖口城陵矶段，古时属荆

州，故被称为荆江。荆江形如“九曲回肠”。从三峡奔腾而下

的江水，在此段宣泄不畅，泥沙连年沉积。荆江南岸有松滋、

太平、藕池、调弦四口，分流部分江水注入洞庭湖。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在新中国成立前的 300 多年

间，荆江大堤溃决 34 次，沿岸百姓深受其害。1931 年长江

大水，中下游堤防漫溢、溃决无数，江汉平原、洞庭湖区、

鄱阳湖区等大部被淹，死亡人数达 14.54 万。

为缓解长江水患对湖南、湖北的威胁，毛主席、周总

理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拍板决定，在湖北省公安县境

内兴建荆江分洪工程。

1952 年 4 月 5 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来自两湖

的民工、技术人员，以及解放军 21 兵团的官兵，军民共

30 万人携手奋战，以 75 天的惊人速度，建成荆江分洪工

程第一期主体工程，设计蓄洪容积达 54 亿立方米。

家住慈利县赵家岗土家族乡双河村的唐芳球老人，当

年以解放军战士的身份参与建设荆江分洪工程。时年 19岁

的他，身材不高大，但凭借顽强的意志战胜疾病、战胜困难，

拼命挑土，被评为荆江分洪工程特等劳动模范，当年加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 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两年后，他又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唐老告诉记者，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题词锦旗在建

设者面前展示时，工地上一片欢腾，军民奋战的热情更加

高涨。毛主席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

程的胜利”，周总理的题词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题词，以及包括唐芳球在内的

928 位建设英模的姓名，都镌刻在荆江分洪工程纪念碑

上。但唐芳球“深藏身与名”，退伍后回到家乡默默务农，

直到今年“五一”小长假，才在女儿、女婿的陪伴下，前往

北闸管理所查阅自己的相关档案。徐文彬告诉唐老：“您

的大名在纪念碑上第七排第一个。”

就在荆江分洪工程建好不久后的 1954 年，长江流域

发生大洪水，荆江分洪区内百姓安全转移后，工程随即

首次运用，先后三次开闸分洪，总分洪量达 122.6 亿立方

米，确保了荆江大堤和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998 年，长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特大洪水。眼看江

水水位节节攀升，党和政府组织荆江分洪区内几十万百

姓开始往安全区转移。当沙市站水位达到荆江分洪设计

数值时，炸药已经在北闸外的拦淤堤上埋好。党中央听

取水利专家的意见，作出不分洪的决策。最终，广大党

员、解放军战士和群众用血肉之躯顶住了大洪水，保住

了荆江大堤，沿线力保的重点垸也无一溃决。

省水利厅老专家、1998 年全国抗洪英模聂芳容说，

1954 年分洪和 1998 年不分洪，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

条件下的不同决策，都是科学的、正确的，都是为了广大

人民利益，都实现了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画外音·湖南防洪减灾体系不断完善】

省水利厅办公室主任陈文平说，湖南曾饱受洪涝之

苦，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持续不断投身除水害之伟

业，“一江一湖四水”才逐步转向安澜。2006年全线建成的

三峡大坝，更是成为缚住长江中下游洪魔的有力长缨。

目前，湖南形成了以河湖堤防为基础，湘资沅澧四

水干支流水库、蓄滞洪区等工程措施与水文预报、山洪

灾害预警等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随

着该体系不断完善，湖南在遭受与历史相同或类似洪灾

的年份，灾害损失明显减少。

除水害的斗争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眼下，

洞庭湖区的钱粮湖、大通湖东、共双茶三垸蓄洪工程建

设均已接近尾声，设计总蓄洪容积 50 亿立方米，接近荆

江分洪区蓄洪容积。

【特写·“三湘分流”工程】

今年 6 月 2 日是韶山灌区通水 55 周年

的日子。当天，记者前往湘乡市东郊乡，探访

韶山灌区及其标志性配套工程“三湘分流”。

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谢

四清介绍，韶山灌区总干渠自洋潭水库引水

坝起至蒿子坪，分为南干渠、北干渠，北干渠

的水注入眼前这方大约1万平方米的“池塘”

后，再在“池塘”另外两侧分流注入左干渠、右

干渠，所以这个工程被命名为“三湘分流”。

左干渠灌溉韶山、宁乡等地，右干渠

灌溉湘潭等地。眼下正是早稻拔节生长的

季节，汩汩甘泉经“三湘分流”调配，滋润

着下游 40 万亩农田。

【长镜头·“南有韶山灌区”】

湘乡、湘潭、宁乡三县市交界的丘陵地

带，过去常受旱灾威胁，庄稼连年歉收，老

百姓食不果腹。

1958 年，涟水上修建了水府庙水库，

但无力配套渠系，老百姓只能望水叹惜：

水在河里流，人在岸上愁。

1965 年 6 月 28 日，湖南省委决定以水

府庙水库发电尾水、涟水支流侧水等为水

源，修建涟水渠道，灌溉韶山及周边地区

100 万亩农田。这片区域因此被命名为“韶

山灌区”。省委还决定，由时任省委书记处

书记华国锋担任省指挥部总指挥长。

省委的决定下发3天后，韶山灌区建设正

式开工。随即，华国锋步行8天，到各施工现场

摸情况，以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难题等大事。

当年，曾纪鑫正好从省水利水电学校

毕业，直接被调到工地搞建设。曾纪鑫回

忆，当时工地上红旗招展，锣鼓震天，大家

白天干活，晚上搞政治学习。第一堂学习

课的主题是，把工程质量好坏作为衡量党

性、革命性强不强的标准。

曾纪鑫把一辈子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

了韶山灌区。他后来在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

局长任上退休，如今已是 81岁高龄。曾老告

诉记者，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 10 万建设大

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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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洋潭引水坝、总干渠、北干渠等主体

工程。1966年 6月 2日，北干渠首次通水，标

志着韶山灌区开始发挥灌溉效益。

1966 年 2 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回到长

沙。张平化等省领导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

报告了韶山灌区工程进展情况，并想趁此机

会请毛主席为灌区题词。毛主席听了汇报

后，高兴地说：“修得好，修得快，但还要看工

程发挥的效益，粮食要增产，要高产才算。”

又过了几天，张平化趁毛主席还没离

开长沙，请他为通往韶山的渡槽“韶山银

河”题词。毛主席沉思了一会，对张平化

说：“现在不写，灵了再写。”

1967 年 2 月，韶山灌区南干渠竣工，整

个灌区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时至今日，

韶山灌区仍是我省已建成的灌溉面积最

大的灌区。

因工程质量好、建设速度快、布局很

科学、灌溉效益高，韶山灌区成为全国水

利战线经久不衰的学习典型，素有“北有

红旗渠，南有韶山灌区”之称。

【画外音·灌溉、农村饮水和发电】

省 水 利 厅 党 组 书 记 、厅 长 颜 学 毛 介

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

人民大兴水利，湖南全省上下紧跟党走，

一代接一代，筑大坝、挖渠道、建水塔，充

分利用水资源灌溉农田、解决农村饮水安

全问题，并适当开发水电，取得卓越成效。

截至目前，湖南共建成水库 1.37 万余

座（占全国七分之一），以及 165 万多口塘

坝。全省各类蓄水、引水、提水工程每年可

灌溉水量达 409 亿立方米，农田灌溉面积

近 5000 万亩，占全省耕地近八成。不断完

善的水利设施，为湖南农业高产稳产特别

是粮食持续多年丰收提供了重要保障。

“十一五”至“十三五”时期，湖南水利部

门牵头持续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建设。目前，

湖南已建成各类农村集中供水工程近 4 万

处，现行标准下农村集中供水率超过 90%。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成为全省农村人口覆盖

面最广、受益人口最多的惠民工程之一。

2020 年 7 月，犬木塘水库工程正式开

工，“衡邵干旱走廊”中心地带的老百姓和

农田均有望在 5 年后“解渴”。

部分水库、河道还建起了水电站。湖南水

电装机容量从 1949年的 1.53万千瓦发展到

目前的逾1600万千瓦，在全省电力装机中的

比重超过 40%。水电不但缓解了湖南能源紧

缺局面，而且促进了地方工农业生产发展。

洞庭波涌连天雪
——治水兴湘利在当代泽被千秋

刘勇

6 月 10 日下午，记者在湖北省

公安县荆江分洪工程北闸管理所临

时获得唐芳球老人的故事线索后，

立即驱车近 300 公里前往唐老所在

的慈利县赵家岗土家族乡双河村。

赶到唐老家里，已是晚上 9 时

许。今年 88 岁的他，拿出一本 1954

年编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

区英雄模范代表会议纪念刊》，就着

电灯兴奋地向记者讲述自己当年参

与建设荆江分洪工程的激情岁月。

唐老清楚地记得，工程开工正

是油菜花开的季节，毛主席的题词

锦旗有一块宽大的门板那么高大，

他们新战士在工地上 75 天只有一

身 衣 服 ，他 带 病 每 天 出 工 12 个 小

时，是全排唯一的“百担英雄”……

记者深刻感受到，在那个百废待兴

的年代，老百姓被中国共产党激发

出来的巨大热情，足以改天换地。

获评荆江分洪工程特等劳动模

范之后，年轻的唐芳球随后又在抗

美援朝志愿军后方部队中立二等功

一次。但是，他并没有躺在这些功劳

簿上睡大觉，或者向组织上提要求、

要待遇。

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档

案，“应该还留在常德津市”。他从津

市回到家乡慈利之后，当村干部、务

农，一如既往地喜欢动脑筋、舍得出

苦 力 ，养 育 满 堂 儿 孙 ，赢 得 全 村 尊

重。他在上世纪 70 年代，才偶然得

知自己的名字刻在荆江分洪工程纪

念碑上。又过了 40 来年，直到 2021

年女儿、女婿闲下来了，才由他们在

“五一”小长假陪着到北闸管理所去

看看纪念碑，查查自己的档案。

没有上过学的唐老，应该不知

道李白写过“深藏身与名”的诗句，

应该也不是那样刻意为之。唯一能

“解释”清楚的是，水利万物而不争，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赋 予 这 位 有 着 近 70

年党龄的普通党员的天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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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水害

1954 年

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湖北军

区英雄模范代

表 会 议 纪 念

刊》上刊登了

唐芳球参加建

设荆江分洪工

程的事迹（翻

拍）。

6月11日，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垸

分洪闸工程。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湖南日报·新湖南

客户端记者 辜鹏博 摄

6月 10日，湖北省公安县，荆江分洪工程纪念碑

上雕刻着建设者的浮雕。

护水美

2020 年 7月 31日，天空白云悠悠，浏阳河碧水长流。近年来，浏阳市通过专项整

治、加强保护等措施，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彭红霞 摄

2019年 6月 14日，位于韶山银田寺附近的“韶山银河”渡槽绿树成荫，流水潺潺。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