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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瑕霜

论道

武隆，是蜚声中外的国家级旅游大县。它的美似乎都与

水有关，如芙蓉江，绿如翡翠、倒映蓝天；仙女山雪，银装素

裹、融冰化水；乌江画廊，水中有画、画中有水；高峡平湖，碧

波万顷、水波潋滟……可以说，武隆之美，既离不开山、峡、

洞、树、草，也离不开江、瀑、泉、雪、水。正是水之清澈、水之碧

蓝、水之温柔、水之深邃，才让山有大气、江有灵气、地有瑞

气、人有生气。水给了武隆旅游以魅力、以神韵，水给了武隆

人以思想、以创意。

然而，水给予武隆，又是吝啬的。高山深谷、喀斯特地貌，

呈现大大小小的“漏斗”，让水渗进岩层、潜进地缝、流入暗

河，让武隆人有水难聚、有源难寻、有河难丰。千百年来，武隆

人的贫乏很大程度在于水资源的贫乏。兴修水利、广聚水源，

就成为武隆人世代的渴盼，成为惠及武隆百姓的一项民生工

程。做好找水、蓄水、保水、治水这篇大文章，事关武隆的民

生、发展和旅游，也检验了武隆县委、县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度。

“水通则百业兴，水丰则城乡活”。水是生命之源。抓水，

则抓住了本、抓住了源。这些年来，一届届武隆县委、县政府

视水利为“生命线”，传承“大禹治水”的精神，把“治水”当做

民生“头等大事”来抓，充分利用好国家和重庆市关于“三农”

和发展水利的优惠政策，围绕“旅游富民、工业强县”的战略，

加快水利基础建设进度；同时，突破山区“水瓶颈”，解决居民

饮水难，为山区群众掘井蓄水、净水引水，形成了惠民富农的

水利发展格局，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变水资源贫乏现状，关键要有一支忠诚为民、作风过

硬、艰苦奋斗的水利建设、管理队伍。这些年来，武隆水务人

心系发展、情系百姓，制定了科学的找水、保水方案，深入山

区、访贫问苦，查水源、找准水脉、开源节流，实施了大投入、

大开发的水利建设计划。“十一五”期间，武隆县各类水利项

目建设完成投资 13.9亿元，创历史新高。“十二五”期间正高

起点、高标准、高强度攻坚推进水利建设，计划完成水利投资

62 亿元以上，掀起了新一轮的水利建设高潮，势在结束“小

水利———小打小闹”的历史，开创武隆发展新局面。

如今，武隆大型水库发挥了蓄水、保水的主体功能；中小

型水库星罗棋布、苑若明珠、晶莹剔透；自来水家家入户、欢

快流淌……基本形成了全覆盖、立体化、多层面的山区水利

新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彻底改写了武隆缺水少源的历史，

为实现武隆超常规发展，建成区域中心城市、做强中国旅游

大县提供了可能，提升了武隆人的幸福指数。

古往今来，“治水”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都是改天

换地的壮举。它是人类运用智慧和汗水，向大自然索取的过

程，是人与天斗、与地斗、改变宿命的过程。大禹治水，采用了

“治水须顺水性，水性就下，导之入海。高处就凿通，低处就疏

导”的治水思想，变堵而疏，疏通河道，拓宽峡口，让洪水能更

快的通过，让咆哮的洪水驯服听话、造福于民。他“三过家门而

不入”，至今传为水利史上的佳话。李冰“掘离堆，凿盐井，不仅

嘉惠蜀人，实为中国两千年前卓越之工程技术专家。”（郭沫若

语）都江堰至今还在为众生输送汩汩清流，带来风调雨顺，水

土滋润。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

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武隆治水”，与大禹治水、李冰父子治水、红旗渠修凿，

虽不可同日而语，但意义也不可小视。随着社会的进步，水利

事业的外延不断扩大，包括防洪、排涝、灌溉和城乡供水的需

要，都属于“大水利”范畴。在艰难的施工条件下，武隆水利建

设者们奋战于高山深谷、悬崖绝壁，逢山凿洞、遇沟架桥，砌

石垒堰、固基筑堤、截流成库，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

迹。它探索了一条在山区兴修水利、保水蓄水的新路子，书写

了山区蓄水、保水、用水的现代奇迹，推动了武隆由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为武隆高山、深洞、峡谷、雪景特色旅游

品牌融入了灵性，彰显了武隆人气壮山河、改天换地的豪迈

气概，为地质条件复杂的西部山区“治水”竖立了标杆。

可以相信，“武隆治水”必将彪柄于史册！

（作者系《重庆日报》首席评论员）

“武隆治水”：
西部山区“水利范本”
丁华乾

国贫县武隆水利改革调查
破“山区瓶颈”引“幸福源泉”

10 年前，走进武隆，大多数地方
都存在有柴无水、有水难聚、有聚难取

的现象。“有雨遍坡流，无雨水无踪”便

成了该县自然降水的真实写照。

重庆武隆这座百里乌江画廊间的

袖珍县城，因国家 AAAAA 级景区、世
界喀斯特自然遗产地而闻名遐迩，因

喀斯特地质造就了一个个鬼斧神工的

自然奇观，同样也因为喀斯特地质造

成一个个漏斗地形，降雨量不少、大小

河流 50余条的富水县却常年闹水荒，
严重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缺水是导

致该县成为国家级贫困县的重要原因

之一。

近年来，武隆县致力于打破这一

发展瓶颈，着力加快水利基础建设，建

立了惠民富农的水利发展模式，为推

动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迎来

了水利事业发展的春天。

“立体式蓄水”
破解农村饮水难

5年来，武隆投入 1.22亿元，建设
标准化集中供水厂 11座，集中式供水
工程 173处，建设分散供水 2745处，
安装管网 3546km，21.94 万人饮用上
安全、卫生的自来水，农村饮水安全入

户率达到 67%。
集中供水、分散供水、烟水配套、

母亲水窟……全方位立体式的蓄水工

程，该县做到了点面结合，形成了完整

的供水系统，既留住了水，也解决了人

们的生活饮水和生产用水困难。

2012年 2月 16日，在庙垭乡的
红岩水库大坝上，挖掘机、大卡车忙碌

地工作着，四五十个村民有的拿着铁

锹铲砂石、有的砌沟、有的搬石头……

一片繁忙的景象。这是该县正在给“患

病”水库做“手术”。

“这个水库是 1956年修的，由于
堤坝太薄了，常年漏水，剩下半库水要

留着灌溉。”庙垭乡蒲坪村村民胡礼华

说：“等整治好了，既可以拿来饮用，还

可以拿来浇灌……”

据悉，该县把治理病险水库作为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措施，

小（一）型以上病险水库全部实现整

治销号，2012 年总计投入 2147 万元

整治红岩、双乌龟、关田溪等 9 座小
（二）型水库。目前，全县已建成饮用

水源工程 4085处，居民饮用水源得
以保障。

“小农水”
开启村民“致富路”

每逢大雨，武隆县委、县政府总是

牵挂着大山里的农户，虽然该县多年

来加大了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简称

“小农水”）项目的建设力度，但 2013
年雨季特别长，还是令人担忧。2012
年 5月 23日，在武隆县双河乡高山无
公害蔬菜基地的荞子村，一条贯通东

西的排涝沟里流淌着半沟浑水，排涝

沟两边的蔬菜长得郁郁葱葱，完全没

有半点儿受灾的痕迹。

“要是往年这里都变成湖了。”村

民黎天员说，“山上的洪水年年最少要

‘光顾’这里一次，这次的洪水是很大，

但是只过了 2个小时，土里的积水就
排干了，对蔬菜一点儿影响都没有。”

据该县水利工程管理站负责人介

绍，武隆是水利部定点扶贫县。2010年
以来，重庆市水利局在项目和资金方面

给予倾斜支持，把武隆确定为全国第二

批“小农水”重点县，目前已投入 2500
万元，重点在双河乡高山无公害蔬菜基

地实施，涉及白马镇、双河乡、仙女山镇

等 4个乡镇等 30个村，主要建有山坪
塘 1座、蓄水池 27口、排涝沟 5000米、

安装放水桩 600套，项目区 4000亩田
土成了“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准农

田，受益群众达 4000人。两年内还将在
双河、桐梓、火炉等乡镇投入 6200万
元，改善灌溉面积 12000亩。

据了解，在“小农水”的滋润下，

武隆县农村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该

县把农田水利建设与产业开发结合

起来，将范围扩展到产业发展中，改

变农民靠天吃饭历史，通过改善水利

发展的毛细血管，提高土地单位产

值，推动了农产品向商品的转变，打

造出高山无公害蔬菜、金银花等一批

特色产业品牌，丰富了重庆市民的

“菜篮子”。

水利兴业
护航武隆旅游大发展

“水利部扶贫这 10多年来，我们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住武

隆县仙女山镇石梁子村荆竹林农业社

的李福荣坐在自家开的李大姐度假酒

店前，谈起生活的变化，嘴角溢满笑容。

每年的 5月到 10 月是仙女山的
旅游旺季，在这期间的供水量占到仙

女山景区全年供水量的 80%。武隆县
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说，而 2012年又更
加特殊，随着大型实景演出“印象·武

隆”的火爆上演，仙女山新区的宾馆、

酒店、农家乐的入住率均超过 90%，且
居高不下。

“以往这个时候，依靠仙女山水厂

日供水 4000吨就可以基本满足需要，
可 2012年随着游客激增，5月初便启
动了供水应急预案。”据介绍，该县通

过从仙女山下的中心庙水库三级泵站

将源水提上来，再进行处理后并入管

网，全力保障了景区供水。

多年来，为保障仙女山旅游新区用

水，水务部门管理员实行 24小时坐班
制；抢险维修队伍对管网定期维护，实行

全天候值班，抢修维修做到随叫随到；采

用最先进的水处理流程，确保全年供出

的 80万立方米水每一滴都安全卫生。
据了解，武隆作为全国旅游大县，

规划投资 9亿元，在仙女山片区新建
仙女山水库、核桃水库，扩建大河沟水

库，新建仙女山景区河龙口水厂、仙女

山新区周家坪水厂、核桃水厂、白果水

厂，形成一个大的旅游区水源连通工

程，全力为该县旅游发展保驾护航。在

景区管理的同时，通过设立生态保护

区、景观保护区、游憩娱乐区、观光游

览区、旅游接待基地等不同功能主题

的区域，采取不同针对措施，从而达到

既保护生态环境，又高效开发利用现

有旅游资源的目的。

借着水利条件，仙女山镇、巷口

镇、双河乡等多个乡镇居民办起 700
多家度假酒店、农家乐等，带动从业人

员 4.1 万人、涉旅农户 1.2 万，全县 3
万余户实现增收万元以上，实现了小

农经济向现代化产业经济转变。

已建成饮水安全工程 2012处，未来 5年基本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重庆武隆：“科技治水”助推水利发展
尤立勇

家住武隆县仙女山镇石梁子村的

村民王中秀拧开自家的水龙头，看着

自家水“哗哗”流出来，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现在即便长时间不下雨，

也再不用起早贪黑去打水了。”前些

年，由于当地保水蓄水能力弱，不少村

民要么在农舍房顶搭建蓄水池收集雨

水，要么就在自家后院建一个小蓄水

池，而一到旱季，每家都得到 2公里以
外的小溪沟挑水，每天 3趟，也就能挑
200来斤水。现在修建了仙女山镇集
中供水厂，村里通了自来水，她家办起

了农家乐，每天用水量在 2吨以上。
据悉，“十一五”期间，武隆在水利

部的对口帮扶下，在农村建设饮水安

全工程 2012处，使 18.45万农村群众
及 7个学校 1万名师生告别了饮水不
安全的历史。未来 5年，当地农村自来
水普及率将达 90%以上。

加大投放力度
建四级质量管理监督体系

县领导清醒地认识到：武隆既是

一个富水的地方，也是一个缺水的地

方，每年水灾水患较为严重，这是摆在

当前的一大难题，压力非常大。武隆县

工业的发展、旅游城市的开发，解决工

程性缺水、解决人饮问题、灾害防治等

都需要大量的水，大力发展水利工程

势在必行，这是武隆县当前发展中最

突出的问题。

自 2011年中央水利工作会以来，
武隆县相继召开全县水利工作会、秋

冬农田水利建设动员会、水利改革专

题会，出台了《武隆县关于加快水利改

革发展的决定》，把加快骨干水源工程

建设作为解决工程性、地质性缺水问

题的途径，把农村人饮安全、农田水利

灌溉、防洪减灾、水保生态工程建设作

为兴水利民的具体举措，把“科技治

水”作为助推水利发展的手段。

2012年，武隆县创新探索水利工
程管理办法，建立县、乡、村、组“四级

质量管理监督体系”，县级由工程质量

监督站挂帅，乡（镇）级由分管水利工

作的副乡（镇）长负责工程质量监督，

在村干部中选一名担任村级质量监督

员，受益群众再推选一名做事认真负

责的村民担任现场质量义务监督员，

严盯质量安全。

2013年，该县水务局还推出水利

工程建设环节推进流程交验制度、行

政许可集体会审制度、项目建设全程

跟踪审计制度、参建各方信誉等级评

价及黑名单制度等等，避免“个人说了

算”的现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

些年新建 11座集中供水厂，除险加固
8座病险水库，治理中小河流 7.8公
里，完成土地坡改梯综合治理 6250
亩，水系森林绿化 6510亩，由于有了
一系列工程监管体系，2012年验收的
26项工程，质量全都过硬。

补投入不足短板
冲刺水利投资 62亿元

武隆在国家水利扶贫十年间，采

用攻坚战方式，在大山间啃下了一个

个“硬骨头”，建好了一个个水利工程，

打好了水仗，赢取了民生，把贫困地区

打造成了富裕乡镇，促进了新农村建

设。

但是由于武隆县 70%的土地属典
型的喀斯特地貌，工程性缺水一直是

该县建设水源工程的“硬伤”，在农村

仍有 20万村民不能喝上自来水，农民
“致富增收”面临着水的制约。

在武隆县召开的全县水利工作会

议上，武隆县充分认识到，造成水利发

展“短板”的关键在于投入不足。为此，

确定在“十二五”期间高起点、高标准、

高强度攻坚推进水利建设，力争完成

水利投资 62亿元以上，在全县掀起了
新一轮的水利建设高潮。

武隆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水利

事业的发展，认真研究、规划水利蓝

图：在“十二五”期间，重点抓好骨干水

源、城乡供水、防洪保安、农田灌溉、水

保生态、水利科技等“六大工程”建设，

基本解决全县工程性、地质性缺水问

题，全面解决城乡居民饮水安全问题，

重点中小河流、重要河段得到有效治

理，全面完成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和山

洪易发区预警预报系统建设，有效灌

溉面积占常用耕地面积比例达到 57%
以上，初步建立河库生态保障体系，污

水排放得到有效控制，水网结构得到

有效保护，基本破解水利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瓶颈制约。

“今后五年，我们将按照‘镇乡有

库、村有塘、社有池、户户有水喝’的原

则，全面解决城乡居民饮水安全问题，

基本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让 20万村
民不再担心没水喝。”武隆县水务局负

责人说。 武隆县平桥镇群众自发投工投劳为渠道清淤

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前排右二）来武隆检查以电代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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