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经济建设构筑水利长城

——中山市 1991 年—2003 年水利大发展热潮实录

□黄春华

1994 年 6 月，西江、北江上游骤雨连场，山洪暴发，中山市莺哥咀水文站当月 18 日录

得水位 4.69 米，超过了 1968 年的历史最高水位。中山军民团结协作，日夜奋战，全市 5000
亩以上堤围无一崩缺，人员无伤亡。当年，中山刚刚提前 2 年完成了水利工程达标建设，为

成功抗御特大洪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家总结经验时盛赞，中山市委、市政府在 1991 年

全面开展的“五年水利达标任务三年完成”大行动确是高瞻远瞩之举。

惊心动魄的实战充分展示了水利大投入对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重要性，中山全市上下进

一步统一了思想，一场水利建设再上新台阶的“战役”由此拉开序幕。

1994 年，《中山市 1995 年至 1999 年水利防洪防涝工程建设上新台阶规划》出台，把原

来的水利工程设防标准全面升级，即刚刚完成达标任务，分别达到防御 10 年、20 年、50
年一遇洪水标准的水利工程，要在 5 年内升级为防御 20 年、50 年、100 年一遇洪水的标准。

这只是新一轮水利建设高潮中打出的其中一记重拳，除了防洪防涝工程上新台阶外，“碧水

工程”、治咸防旱、依法治水等各项工作在接下来的近 10 年中都得到了全面提升。

一、“五年规划三年达标”打响头炮

1990 年以前，中山的水利设施除了中顺大围达到 20 年一遇洪水设防标准外，其余堤围

标准较低。1962 年一场 4.39 米水位（未到 10 年一遇水位）的洪水，就造成了五乡联围、

民三联围两宗中型堤围崩决；1983 年第 9 号台风，让中山损失过亿元。

1990 年冬，一场水利达标大建设在 13 个镇（区）率先打响。当时的机械化程度还不高，

许多镇区的经济水平还较为薄弱。为此，分管水利工作的副市长简国森专门到南朗镇箭竹山

水库工地督促落实机械化施工，促进各工地“宜机（机械）则机”，加快施工进度。

1991 年，这场水利达标建设战役在中山市全面铺开。当年 7 月，市政府作出 5 年计划

（力争）3 年完成的决定，由市财政增拨 600 万元，同时采取银行贷款超前投入、超前建设

等措施，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工程速度，与洪汛争抢时间。各镇（区）都知道自身的水

利工程还相当薄弱，都有一种抢在大汛年到来之前水利达标的紧迫感。即使是经济欠发达的

大南联围所在镇（区），也筹资 200 万元，在 2 年内完成“达标”建设，被树为学习榜样。

处于东凤镇与阜沙镇辖区内的五乡联围，全围被小榄水道和鸡鸦水道包围，堤线较长，

达 43 公里，而且两条河道弯多水急。1990 年起，两镇一起投资 1000 多万元，用了 2 年多

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半完成了水利达标任务。工程对五乡联围全围加高培厚，还铺设了

3 米宽的水泥路，成为全省第一个堤面为水泥路的单位。此外，该堤围 21 座水闸在达标工

程中全部改为钢结构电动提升闸；1993 年，东凤镇又投资了 200 多万元整治了围内排灌系

统。在 1994 年的特大洪水期间，五乡联围没有出现崩堤和内涝现象，也没有出现人畜伤亡

事故，从镇干部到村民群众都认识到：这投入投对了，时间抢对了。

地势低洼的小榄镇 90%的土地处于珠基（以珠江基面为基准的高程系）1.0 米以下，在

那个年代，仅凭 11 公里多的大堤捍卫全镇 30 多亿产值的财产和 13 万人的安全。因此，该

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投入 1300 多万元，按较高标准把中顺大围小榄堤段全面加固加高，

而且实现路堤结合，改善交通条件；改建较为残旧的横海水闸和石龙水闸，大大增强了抗洪

能力，提前 2 年完成水利达标任务。1993 年冬天至 1994 年春，该镇还投入 500 多万元加强

了围内泵站等的设施建设。在 1994 年特大洪水期间，中顺大围小榄镇堤面的混凝土路大大

方便了各种车辆抢运防洪物资和人员，高标准建设的堤围有效保护了人与财产的安全；排灌

设施及时排渍，没有出现鱼塘漫顶走鱼现象。

东升镇在堤外修筑防洪石坝，每年抛石护堤，还新建裕民水闸，开展查洞灭鼠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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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平时加强“备战”，水利提前达标，在 1994 年特大洪水来临时，大堤安然无恙。

从 1991 年春至 1993 年 12 月间，中山市共投入 3 亿多元，掀起了水利防洪达标工程建

设的热潮，提前两年使中顺大围达到防御 50 年一遇洪水的标准，其他堤围如五乡联围、文

明围、民三联围等达到了防御 20 年一遇洪水的标准。3 年间，全市按标准加固干堤 356 公

里，加固水闸 72 座，大修除险加固干堤窦闸 150 座，加固水库 11 宗，经电排技术改造达标

的电动排灌站共 165 宗 179 台。值得一提的是，在这 3 亿多元的投入中，中山市、镇（区）

两级为工程建设超前贷款达 1.3 亿元，这在全省乃至全国同行中均为首创。

二、“九五规划”中山水利再上新台阶

虽然中山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完成了水利达标建设，但由于许多水利工程建于 50 年代

至 70 年代初，相当多设施老化失修，水闸强度不够，堤围的强度和坡度不足，堤身单薄，

有的堤段还发生晴天塌坡；还有诸如河道淤积、电排设备老化、山塘水库存在隐患等，这些

问题都引起了水利部门的关注和重视。

1995 年起，中山拉开水利工程“上新台阶”建设序幕。市政府决定，头 3 年每年由市

财政投入水利建设资金 3000 万元，3 年后再另定新的投入额。当年，全市投入资金达 1.8
亿元，创历史之最，比“达标”建设的第一年（即 1991 年）增 3 倍。其中，镇村及群众自

筹占总投入的 79.4%，投入资金由过去依赖国家转为主要靠镇（区）、群众和社会自筹，走

上“水利为社会、社会办水利”的发展轨道。

各镇（区）再掀水利建设热潮。如小榄镇投入 5500 万元建设电排大泵站，以解决内涝

积水的老问题；中山港区（现为火炬开发区）把水利作为投资环境的硬件来抓，想方设法在

财政中拨出 1000 万元用于重建小隐涌水闸；港口镇为解决加固堤围难于取土的问题，镇政

府划出 200 亩土地给水利部门取土专用；沙溪镇投入资金 100 多万元，对辖区内的中顺大围

堤段进行高标准整治。当年，中山市水利电力局（后更名为中山市水利局，现名为中山市水

务局）树立了不同类型的水利样板点 40 多个，如把坦洲海堤、五乡联围东罟段的高标准加

固作为江海堤围加固的样板；把南头、东凤两镇险段抛石工程作为隐患除险工程的样板；把

金钟、横迳、田寮 3 个水库的加固工程作为水库工程的样板点。特别是金钟水库，投入 80
多万元，做到三面不见土，加固中兼顾外观和环境，成为了样板中的样板。许多镇（区）还

采用科技手段提高水利建设水平，如五乡联围的中沙环险段、文明围的汲水险段，均采用水

工模型试验来制定最佳的治理方案；莺哥咀水文站及多个山塘水库也引入了科学的遥控、遥

测技术。

继第一年掀起热潮后，1996 年，中山全市投入资金 1.9 亿元建设水利，再度刷新纪录。

其中，有 8 个镇（区）投入超千万元。如小榄镇加固江海堤围和水闸，新建一批窦闸，整治

排灌系统；三乡镇从战略的高度一手抓水库加固达标，一手抓围内疏河清淤；五乡联围的堤

围扩宽了一半，堤坡铺设混凝土预制块；坦洲联围 11 公里干堤基本实现堤面水泥路面化、

堤脚戗台化、外坡钢筋水泥幕墙化、外滩防护林带化，抗击台风暴潮的能力大大加强。

1997 年，中山市政府第三年按计划拨出 3000 万元，当年全市水利建设投入达 1.8 亿元。

一些经济较为困难的镇（区）也想方设法确保水利资金的到位，如横栏镇卖掉一批小汽车，

把所得的 200 多万元全部用于水利建设；板芙镇筹集 380 万元，超过前 3 年该镇水利投入的

总和。经过 3 年的努力，中山市的大型堤围由原来的 3—4 米拓宽至 6—8 米，中型堤围由原

来 3—4 米拓宽至 4—6 米，并大部分实现堤路结合，设防标准从 50 年、20 年一遇分别提高

到 100 年一遇、50 年一遇，中顺大围中山段 83 公里堤面已达到 6 米宽以上，全线可通汽车。

水库的管理也更加规范化：有管理室、有工程档案资料，有通信设备、交通工具、观测设备，

有防汛公路，还落实了行政责任人和技术责任人职责，落实规章制度、经费来源，落实工程

抢险预案和防汛物资等。此外，水闸除了按抗御 100 年—200 年一遇洪水设防标准建设外，

还朝着设备现代化、施工优质化、环境优雅化、管理科学化等方向达到了更高的要求。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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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按照 1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5 年一遇外江水位 48 小时排干的标准建设，建成了一批如

小榄泵站、小隐水闸、鸦雀尾电排站等起点高、质量好、效益大的现代化水利工程。如小榄

泵站在当年 7 月上旬的特大暴雨中连续开机运行 70 小时，确保了该镇围内水位始终在安全

线以下，减灾效益超过 5000 万元。1998 年度，中山市继续加固江海堤围 96 公里，维修加

固了一批水闸、山塘水库等。

20 世纪 80 年代高速双体“飞翼船”出现后，船行卷起的浪涌严重威胁横门水道、小榄

水道、西江磨刀门水道堤防的安全。中山从 1987 年开始开展相关受损堤岸的整治；1995 年，

中山市水利局提出防浪墙结构应以钢筋混凝土为主，形式有钢筋混凝土浆砌石重力防浪墙、

钢筋混凝土干砌石复式断面防浪墙。这一工程结构的改进，有效解决浪涌淘空石块的安全隐

患问题，同时适应迅速发展的航运事业。

1995 年至 1998 年间，中山为水利建设共投入资金 8.9 亿元。这批“上新台阶”的建设

工程在 1998 年迎来特大洪水的考验。当年 6 月，西江、北江连日暴雨，中山莺哥咀水位最

高达 5.06 米，超过了 1994 年的最高水位。特大洪水咆哮着向中山袭来，中山军民又一次胜

利抗御，奏响凯歌：2000 亩以上堤围无崩缺，水库、电排站、水闸等水利设施安然无恙，

人员无伤亡。洪峰过后第二天，6 月 28 日下午，中山组织了 95 个部、委、办、局的负责人

100 多人到抗洪一线的东凤、南头、黄圃等镇区的堤围察看水情，大家目睹了五乡联围东凤

段、南头镇新建堤围在这次抗洪工作中发挥的威力，直观地认识到中山对水利设施花大力气

高标准建设的远见。市委书记崔国潮在黄圃镇的现场会上强调：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利的作

用已大大超出了农业的范畴，它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建设的成果要靠水利来保护，搞好水利

建设既是经济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的需要；要充分认识水利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

位，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搞好水利建设。

此后，中山市继续加大力度加固堤围险段，如在 2002 年—2004 年，共投入资金 1.37
亿元，整治横栏、小榄、东升、古镇等镇 24.59 公里的堤围险段；从 2003 年 12 月起，中山

市组织落实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进行城乡水利防洪减灾工程建设的决定，至 2005 年年底

投入资金 7.32 亿元，整治堤围险段 20.29 公里。

三、整治内河涌打造“碧水工程”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中山水利工作由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型水利方

向转变，为全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防洪抗涝安全保障和水资源保证。1998 年 10 月，

“岐江河综合治理工程”启动，14 个月投入 7871 万元；2000 年 8 月起，中山市启动“碧

水工程”，全市整治内河涌 113 条，至 2003 年完成阶段性整治目标，投入资金 3.95 亿元，

整治河道长 1012 公里。中山城区的主河道岐江河逐渐恢复清澈；各镇（区）的一些内河道，

如小榄石龙涌、三角新涌等也逐渐实现“水清可用、岸绿可闲、景美可赏”的目标。

岐江河能够恢复水清鱼游，得益于东河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通过该工程的合理调度，

采用泵站外排或利用潮差进行岐江河（当时俗称石岐河，现统称为岐江河）换水，促进了围

内河涌特别是岐江河的水体流动，强化了河道的自净功能，从而大大改善水环境。

东河水利枢纽工程于 1998 年 5 月 31 日动工兴建，投资 2 亿元，2000 年 7 月建成。该

工程包括水闸、船闸、泵站各一个，是中山市最大的单宗控制性水利工程，其泵站单站流量

在当年居全国第三、全省第一。东河水利枢纽工程的控制范围为 709 平方公里，具有防洪（潮）

功能；它也是一项民生工程，工程运行后极大地改善了中山城区暴雨成涝的状况，同时对岐

江河水环境，围内排涝，灌溉和航运发挥积极作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原来的东河水闸建于 1974 年，位于岐江河（石岐河）东河口，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已

不堪重负，出现了一些安全隐患。据原中山水利电力局局长黄宗堂回忆，在 1994 年 6 月中

山遭遇特大洪水时，中山城区（石岐）内涝长达 1 个月，东河水闸的排洪能力跟不上是重要

原因之一。因此，建设东河枢纽工程势在必行。新的东河水利枢纽工程水闸的防洪（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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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标准采用 100 年一遇设计、200 年一遇校核，设计过闸流量为 1020 立方米/秒，设计水头

差多达 2.67 米。船闸工程按内河通航 500 吨设计，年通航能力 1000 万吨。工程建设中，施

工单位克服了施工不截流、不断航等重大技术性难题，成功采用悬浮式钢板桩围堰等多项新

工艺、新技术和新材料，抢时间，争速度，在不增加预算的情况下，高标准、高质量、高水

平地建成了这项工程。时任中山市水利局局长李武彪对这项工程评价道：“该工程有三大特

点，一是钢铁水闸闸门跨度大；二是船闸前闸首设有一钢结构桥梁，采用液压顶升式启闭；

三是泵站大，总装机 1.08 万千瓦，设计排涝流量每秒达 273 立方米。”

在实施“碧水工程”中，中山市水利部门自觉唱主角，协调各部门行动，协助各内河涌

属地党委、政府做好整治工作，把水利工程与水资源保护、堤围及两岸绿化、内河管理等结

合起来，综合成效显著。2000 年，中山市推广小榄、坦洲和港口等镇的经验，完成清疏大

小河涌 35 条、63 公里；东河水利枢纽工程完成后，效果立竿见影，岐江河水质大大改善，

为当年中山争创国际旅游城市作出贡献。市水利局从 2000 年开始积极开展水质监测工作，

先后对全市 60 多个入河排污口进行监测分析，确保全市 139 个取水户特别是饮用水河道的

用水质量，还争取到广东省水利厅批准成立广东省水环境监测中心中山市实验室。为改善水

厂吸水口的水质，中山市水利局在 2001 年对黄圃、南头、坦洲等镇 9 家水厂的吸水口进行

清淤；在完成对全市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普查的基础上，编制了《中山市水资源规划及城市

供水应急预案》。当年，中山市又完成大小河涌 32 条、102 公里的整治，在改善“水浸街、

河道水质恶化”等方面让人民群众见到了实效。2002 年，中山从优化水环境、促进现代化

和城市化进程着手，重点整治了小榄石龙涌、南头镇内河涌、三角镇新涌等，以点带面，促

进全市掀起新一轮的内河整治热潮，河涌的水质明显好转，排灌、航运功能得到增强，大大

改善了一河两岸人民的居住环境。当年，重建中珠联围坦洲镇大涌口水闸项目获得了市十一

届人大四次会议的通过,《中山市水资源保护规划》完成草拟。

2003 年是中山市“5 年内河整治”的关键一年，中山投入资金 2.1 亿元，整治河道 640
公里，累计完成土石方近 800 万立方米。当年还启动全市水资源综合规划的编制工作，水环

境治理和保护工作渐入佳境。

在内河整治的同时，一批泵站、水闸相继建成，在发挥冲淤、潮差换水等功能的同时，

大大改善内河涌的排涝能力，提高城镇排涝效果。如中山城区，1998 年建成大王庙泵站，

装机 3 台 240 千瓦，排水能力为 15 立方米/秒；1999 年建成南三涌泵站，排水能力为 10 立

方米/秒，配合东河水利枢纽工程泵站的运行，能快速降低岐江河水位，对解除中心城区暴

雨成渍的威胁发挥显著作用。小榄泵站（南、北站）运行后，1997 年 6 月，4 天连降暴雨共

达 400 毫米，通过开机抽水，围内水位低于 0. 8 米，全镇无涝灾发生。这一时期建成的泵站

还有：总投资 1300 万元的古镇洼口泵站、总投资 1330 万元的阜沙鸦雀尾泵站、总投资 908
万元的文明围排涝整治系统。火炬区洋关泵站于 2002 年建成，总投资 5929 万元，标准高、

流量大、设备先进，为当年全省第二大型泵站工程。

四、抗旱排咸解决民生老问题

1999 年，中山市在实施“碧水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困扰南部镇区的“旱”和“咸”

等老问题。当年，中山市遭受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四次大旱和历史罕见的咸情，西江在 2 月出

现自 1902 年以来的最低水位，造成中山过境水量锐减，加上当月降雨记录为零，山塘水库

蓄水量大幅减少，比多年来的平均数减少 1236 万立方米。江河淡水锐减，导致咸潮上溯，

坦洲、南朗、三乡、五桂山等镇（区）旱、咸严重，而且咸潮波及城区。中山市及早预测，

及早准备，科学调度，运用水库、水闸、泵站等水利工程引水、挡咸、“偷淡”、排灌，特别

是及时投入 260 万元兴建长江水库引水南朗抗咸工程，解决了南朗镇 11 个村 8000 亩农田

的用水问题，科学调水也使全市 7 万亩农田的旱（咸）情得到有效缓解。当年，中山水利部

门对铁炉山水库以及和平水库、石塘水库等进行了设计和达标加固，完成了对逸仙水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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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水库的安全鉴定。

2000 年，中山大抓水源地工程建设，增加淡水供给量。为缓解南部缺水镇（区）的生

活、生产用水紧张，中山利用五桂山的有利条件，在坦洲镇沾涌村附近动工兴建铁炉山水库，

库容 156 万立方米，建成后年供水 300 万立方米；当年还在神湾镇建设南镇水库，库容近

40 万立方米。这两个水库均于次年建成，一改坦洲、神湾、三乡 3 个南部缺水镇春节期间

必饮咸水的窘况。2001 年，中山对承担防洪、灌溉、供水功能的田心、古鹤、马岭、大泉、

平旁坑等水库进行高标准加固，提高蓄水量，按规范程序对失去防洪、灌溉效益的五桂山石

窝口、三乡金竹坑和佛仔迳等 7 个水库实施报废，既确保了供水设施的安全，又使全市水资

源配置日趋合理。新成立的广东省水环境检测中心中山市实验室对全市 9 条主要江河及 60
个入河排污口实行定点、定时水质及水文监测，并在大涌口水闸、小隐水闸、全禄水厂等地

设置了 10 个测咸点，使水利部门及时掌握信息，制定决策。

从 20 世纪最后 10 年到 21 世纪的头几年，中山在水利建设上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大

手笔投入，高标准建设，结合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在确保水安全、管好水资源、改善

水环境、塑造水文化等方面都上了新的台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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