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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河乡移民姚文娟至今还记得这个特殊的日
子：2010 年 3 月 11 日。那天，她在一片敲锣打鼓
声中走进襄城县黄洋铜业有限公司的新建厂区，
成了一名产业工人。而那天，距离她的家乡搬迁
至双庙乡上寨移民新村还有 5 个月时间。

“家还没搬来，工作就安排好了，当时都有点
不敢相信！”姚文娟说。这件事，在滔河乡第一批
乃至第二批移民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们相信，
有这样贴心的政府，今后的日子一定错不了。

如今，他们更坚信自己的判断：好日子，到来了。
9 月 6 日，记者走进上寨移民新村，远远望去，

一排排二层小楼拔地而起；漫步其中，绿树掩映，
鲜花飘香，干净整洁；超市、卫生室、警务室等公共
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休闲广场上孩子们在嬉戏玩
耍，老人们在静心锻炼……其乐融融，热闹非凡。

65 岁 的 李 百 权 老 人 对 现 在 的 生 活 非 常 满

意。他说：“我家现在有二层小楼，水电、宽带、有
线设施齐全，而且我们老两口都在家门口工作，收
入也增加了，日子过得像城里人一样。”

老人在村里的食用菌种植大棚工作，月收入
1500 元。大棚是县移民办筹资兴建的，占地 56
亩，投资 138 万元，村里有几十人都在这里打工，
每年可向村里上缴利润 30 万元。

为了让移民扎下根、安下心，许昌市各级政府
做了大量工作。“目前移民基本实现了稳定。为了
保证移民生活水平不降低，我们因地制宜，因村制
宜，制定移民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进移民产业结
构调整，让移民稳得住，能致富。”市南水北调办公
室负责同志说。

目前，许昌市的每个移民村都有了各自的产
业，成为移民们增收致富的稳定来源——

襄城县王洛镇张庄村投资 407 万元，16 座大

棚初具规模，5 座智能联栋温室大棚和 11 座半坡
式大棚种植蔬菜已投放市场。

许昌县榆林乡姬家营村已建设养鸡场 16 个
棚舍，投资 350 万元，总存栏 56000 余只；养牛场 5
个棚舍，投资 200 多万元，存栏 60 多头。

蒋李集镇下寨村发展蔬菜大棚共 55 个，总投
资 122.5 万元，每个棚年纯利润可达 2 万元左右；
建成养牛场一座，投资 130 余万元，现存栏 109 头。

椹涧乡朱山村建成综合养殖基地，共投资
400 多万元，其中肉牛存栏 500 多头，兔子存栏
3000 多只。

和尚桥镇张营村投资 150 万元，建成养鸡场
一座，养殖规模 1500 只，年利润 30 万元……

每一组数字，都涌动着浓烈的爱民情；每一个
项目，都铺就了坚实的致富路。移民们的日子，从
此家给人足，惠风和畅。

历史上的许昌，见证了大禹治水“十三年于
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奇；如今的许昌，为了南
水北调工程，无数工程建设者和基层党员干部则
上演了一幕“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的佳话。

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移民和干线
征迁工作结束，我们再回顾这段波澜壮阔、感天动
地的历史上，我们会发现，许昌市在这段荡气回肠
的征迁历程中，做出的奉献是如何的可歌可泣，做
出的贡献是何等的可敬可佩。

——2009 年 8 月 16 日，河南省南水北调丹江
口库区试点移民搬迁启动仪式在许昌县榆林乡姬
家营移民新村举行。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丹江口
库区移民由此拉开序幕。

——2011 年 8 月 25 日，河南省南水北调丹江
口库区第二批农村移民集中搬迁基本完成暨襄城
县张庄村移民入住仪式在张庄村举行，标志着牵
动无数国人心弦的南水北调中线大移民徐徐落
幕。

——2011 年 4 月 29 日，河南省南水北调配套
工程启动暨许昌段开工动员大会在许昌市举行，
打响了我省将丹江水送往沿线受水区的配套工程
建设的第一枪。

一部煌煌南水北调史中三大可载入史册的重
要工程节点，均在许昌开始或终结，奠定了许昌在
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这是对
国家对许昌人民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精神的肯定，
更是对许昌人民克难攻坚、勇挑重担精神的褒扬。

为了这一切，许昌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
群众胸怀国家利益，勇担大义，不辞万难，创造了
彪炳史册的征迁奇迹，闪耀出辉同日月的精神闪
光。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许昌段全长 54 公里，
涉及许昌市的禹州、长葛两市 12 个乡（镇、办事
处）64 个行政村，涉及生产安置人口 11334 人，搬
迁居民 621 户 2946 人，规划集中安置点 2 个。征
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多、情况复杂，征迁难
度之大、强度之高，在许昌历史上绝无仅有。

但这个难啃的硬骨头，硬是让许昌人啃下了。
在 2010 年黄河南征迁工作督察中，许昌市排名第
一。

这一切，缘于许昌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超前谋划。

2010 年 3 月，干线征迁开始。市委、市政府要
求各级各部门坚决服从、服务于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建设，只能干好、必须干好，保证中线工程顺利
进行。

市南水北调办迅速行动，培训征迁干部，制订
征迁安置方案，进行实物复核，开展舆论宣传，紧
锣密鼓，高效运转，7 月份就完成永久用地和第一
批临时用地移交。

这一切，缘于各级、各部门的任劳任怨、无私
奉献。

禹州市、长葛市将南水北调工程定位为“一号
工程”，将其列入重点工程的第一位。市、乡、村三
级工作人员深入征迁一线，进村入户，宣传政策，
答疑解难，“白加黑、5 加 2”，夜以继日，风雨无阻，
用心血和汗水演绎了一曲征迁壮歌。

这一切，缘于基层干部群众的顾全大局、无怨
无悔。

告别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故土，曾经一手创
造的生活，虽然难分难舍，但为了南水北调工程，
征迁群众却毅然决然。推倒世代居住的老屋，迁
走 象 征 家 族 根 脉 的 祖 坟 ，扒 掉 正 在 生 长 的 树
木 ……“南水北调，移民群众是最大的奉献者。
没有他们做出的巨大牺牲，征迁工作将寸步难
行。”许昌市南水北调办公室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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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南水北调试通水之际

使命·责任·担当

天上有条银河，地上有条天河。一个
是神仙的故事，一个是英雄的赞歌……一
条地上天河，连接了南方和北方，连通了长
江和黄河。南水北调，是一个不朽的人间
奇迹，更是一个时代的雄浑交响。

南水北调工程，曾是几代中国人的梦
想。如今，这个承载着北方人民之梦、首都
人民之梦、移民之梦、中国之梦的伟大工程
即将实现。这条生命之河，挟裹着楚汉魂
魄的气血，充盈着中原儿女的经脉，即将奔
涌三千里远赴华北和京津，为北方干涸的
土地带来生命之水，为北方经济的发展注
入澎湃动力。

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宏
大背景下，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历程，就是
一个筑梦、追梦、圆梦的过程，是实现中国
梦征途中一个振奋人心的高亢之音。它不
仅滋润北方，更将像长城、大运河等一样，
成为中华民族历史长河里永远的文化标志
和精神财富。

我们备感自豪的是，这条润泽华夏的
生命之河，有许昌人民的心血和汗水；这个
伟大的圆梦之旅，有许昌人民的奋斗和牺
牲。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许昌干线征迁群
众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为国家工程无
私奉献；移民接收地群众把最好的土地、最
好的区位让给移民，为和谐移民无怨无悔；
移民干部忍辱负重、勇于担当，披星戴月，
风雨无阻，过家门而不入，置亲情于难顾，
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党委、政府时刻把移
民放在心上，传递温暖，筹集资金，谋划项
目，倾力帮扶，为让移民“稳得住、能发展、
快致富”尽心竭力。

在为南水北调工程赤诚奉献的同时，许
昌480万人民也在开启自己的兴水之梦。三
大水利项目寄托着全市人民思水、盼水、兴
水的渴望，引南水北调的源头活水和系统节
水治水兴水，打造“五湖四海畔三川，两环一
水润莲城”的生态水系，重构“林水相依、水
文共荣、城水互动、人水和谐”的景观体系，
向世人呈现“河畅、湖清、水净、岸绿、景美”的
美丽许昌，使许昌“水之源”不竭，“水之灵”重
现，“水之利”永续，让许昌更宜居，人民更幸
福，经济更兴旺，社会更和谐！

共饮一江水，同铸中国梦。许昌人民
的兴水之梦，是中国梦浩瀚洪流中的一朵
浪花，是中原更出彩大潮中的一股清流。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许昌人民一定能在实现
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做出更大贡献，书写
更多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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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饮一江水
同铸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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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有一个兴水之梦。“五湖四海畔三川，两环一水润莲城”，是恢复莲城水韵的兴水之梦；“河畅、湖清、水净、岸绿、景美”，是让许昌更加优美宜居、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水利支撑的兴水之梦。而现实是，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和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影响加剧，许昌市水资源严重不足，
曾经水流丰沛、渔舟唱晚的河流日趋干涸，昔日莲叶遮天、荷花映日的美景渐成记忆。缺水之痛，让许昌人对兴水之梦更为望眼欲穿、寤寐以求。

所幸的是，南水北调的一渠清水，为许昌人的兴水之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许昌人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历程，不仅是
对国家工程的责任与担当，更是对许昌兴水之梦的渴望与奉献。为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如期通水，许昌市委、市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数十万人
夜以继日，默默奉献。一曲大合唱，唱出了同舟共济，唱出了众志成城。心血与汗水，托起兴水之梦；奉献与牺牲，只为水润莲城。

问 渠 哪 得 清 如“ 许 ”
——许昌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孙卫东

奉献篇：一种精神 山高水长

许昌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长葛管理用房，
毗邻长葛第三水厂，主体已经完工。管理房灰
色的墙体、蓝色的屋顶，与不远处的长葛第三
水厂互相映衬，相得益彰。今年通水后，长葛
第三水厂将担负起向全市供水的重任。按照设
计，长葛市第三水厂经过三期建设，到 2025 年
日供水量将达到 16 万吨，能够满足长葛市的用
水需求。

据许昌市南水北调办工作人员介绍，许昌市
境内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全长 125 公里，从南水北
调总干渠分 4 个分水口门、4 条输水线路向许昌市
区、襄城、长葛、禹州及神垕镇供水。

一渠清水，不仅为许昌带来“水之源”，更将
为许昌带来“水之清”、“水之活”、“水之灵”、“水
之利”。

为彻底解决困扰许昌多年的缺水之痛，许昌
市正加紧推进规模宏大的三大水利项目。通水

后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流经许昌，将为这一造福
许昌、泽被后世的工程提供“不尽长江滚滚来”的
源头活水。

根据规划，许昌市水系连通工程竣工后，许
昌市域生态水系将呈现出“五湖四海畔三川，两
环一水润莲城”的新格局——

“五湖”：即已建的北海和将要建的鹿鸣湖、
芙蓉湖、东区湿地公园和灞陵湖五个调蓄湖泊；

“四海”：即在三条主要河流出入城区处建设四片
具有一定规模的生态林带；“三川”：即流经市区
的清泥河、清潩河、学院河（饮马河）。

“两环”：一是指运粮河与清泥河的环通，主
要依托清泥河、灞陵湖水域打造以三国曹魏文化
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园；依托运粮河，打造以曹魏
漕运文化、水生态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景观带。二
是护城河的环通，以护城河为依托，恢复古城墙、
城门、城楼，打造具有“曹魏文化、古街古巷、水系

环绕、古城新韵”的魏都风景区。
这意味着，一个“河畅、湖清、水净、岸绿、景

美”的美丽许昌即将呈现，一个“林水相依、水文
共荣、城水互动、人水和谐”的景观体系即将形
成，昔日“渠渠清流润万物、泓泓碧水映花红”的
莲城清润即将重现。

一渠丹江水，几代兴水梦。
市南水北调办公室负责同志介绍，南水北调

将为许昌市提供 2.26 亿立方米优质饮用水源，以
前的地表水源北汝河将主要用于生态和景观用
水。目前，许昌市正围绕三个重大水利项目的实
施，积极推进河湖分水工程建设。南水北调管线
向市区河湖分水工程计划 2014 年 9 月开工建设，
2014 年 11 月完工。

到那时，丹江水将流进许昌市的千家万户，
北汝河水将流进许昌市的五湖三川、两环一水，
水润莲城，指日可待。

家园篇：一种生活 其乐融融

未来篇：一种渴望 水润莲城

●中国三国文化之乡
●中国大禹文化之乡
●中国钧瓷文化之乡
●中国腊梅文化之乡
●中国花木之都
●全国中医药材之都
●烟叶王国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全国双拥模范城

◎许昌名片

小桥流水

城市新貌

护坡施工

风景宜人许昌城风景宜人许昌城

颍河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