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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奔涌，奏响新时代澎湃乐章。
2021年 10月 2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

记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他再次强调，新时代，我们要把保护治理
母亲河这篇文章继续做好。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向“十四
五”，明珠集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心怀“国之大者”，
贯彻新发展理念，贯彻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建设“安全明珠、
富强明珠、智慧明珠、文化明珠、健康明
珠”，切实把防汛作为“天字第一号”使
命，提高水资源和泥沙资源利用效率，建
设实用、安全、可靠的数字孪生枢纽，讲
好黄河三门峡故事，积极支持三门峡百
里黄河生态廊道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
治理项目建设，共创健康生态环境，努力
推动新阶段黄河流域水利高质量发展。

望三门，风光旖旎。两岸青山映，一
颗为民心。

时间是衡量价值的最好标尺。六十
五载岁月峥嵘，六十五载初心如磐。

从“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到“让黄
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再到“为黄河
永远造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乘着“江
河战略”的浩荡春风，循着中国共产党的
奋进足迹，黄河儿女治黄初心历久弥坚，
逐梦脚步昂扬铿锵，必将在建设幸福河的
伟大征程上，“展我治黄万里图”“大笔大
字写新篇”，令三门峡水利枢纽这颗黄河
明珠在新时代闪耀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
芒！

潮涌大河三门开潮涌大河三门开
——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6565年记年记

风吹大河，春潮滚滚。

黄河，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流淌在华夏大

地的壮丽画卷中，孕育了华夏五千年的璀璨文

明，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她气势如虹，挥毫泼墨，洋洋洒洒写下一个巨

大的“几”字，蜿蜒于中国北方大陆。在黄河“几”字

湾的最后一道峡谷中，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耸立于大河之上，见证了中国

共产党带领人民治黄的峥嵘岁月，镌刻着新中国

“黄河安澜，国泰民安”的丰功伟绩。

□刘佳琪 王美欣 赵力文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把治理
黄河列入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1952 年深
秋，毛泽东主席第一次离京巡视就选择了黄
河，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
召，人民治黄进入新阶段，修建三门峡水利
枢纽成为可能。经过充分听取多位国内外
专家、学者意见，多次考察、比选，多方论证
之后，1955 年 7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
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春到三门，大河激越。
1957年 4月 13日，黄河三门峡谷春风浩

荡，红旗招展。隆重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
工典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启动。隆隆的开山
炮声，如同冲锋号角般响彻峡谷，响彻在祖国
的五湖四海；猎猎招展的鲜艳红旗，映红了黄
河两岸，映红了人民治黄的千年夙愿。

号角吹响，战鼓催征。三门峡水利枢纽
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1958 年 12 月，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在
河水流速高，合龙难度大的艰难条件下，提
前 17天取得了截流成功。1960年 9月，三门
峡水库实现下闸蓄水。三年多秣马厉兵，
1000 余天的夜以继日，1961 年 4 月，比原定
工期提前一年零十个月，主体工程宣告竣
工。这座肩负光荣与梦想的“万里黄河第一
坝”，以主坝长 713米，坝顶高程 353米，最大
坝高 106 米的大型混凝土重力坝的巍峨身
姿，在滚滚洪流中毅然崛起。

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自始至终得到
了 党 和 国 家 领 导 人 的 高 度 重 视 和 关 心 支
持。1952 年至 1955 年，毛泽东主席 4 次听
取治黄工作汇报，关切询问关于三门峡枢纽
的各方面情况。1958 年、1959 年、1961 年周
恩来总理先后 3次亲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施工现场视察，亲自主持召开会议解决存在
的重大问题，在工地度过了 8 个日夜。刘少
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李
富春、陈毅、彭德怀、习仲勋、彭真、罗荣桓、
聂荣臻、邓颖超、万里等 20 多位党和国家领
导人先后亲临三门峡工地视察工程建设。

三门峡水利枢纽在建成投运后，又先后
进行了两次大的改建和水库运用方式三次
调整。自此，黄河“三年两决口”的漫长苦难
史得以终结，“黄河安澜，国泰民安”的千年
梦想终成真。

历经风雨洗礼，肩负使命荣光。
这座当时新中国修建规模最大、技术最

复杂、机械化水平最高的水利水电工程，建
设者成功研制了多种新材料、新工艺，提出
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 7200多项。因此，三
门峡水利枢纽也被誉为“新中国水利水电事
业的摇篮”。

65 年间，三门峡水利枢纽砥柱中流，在
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调水调沙、减
淤、生态、科技、文旅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综合
效益，始终牢记“确保黄河岁岁安澜”的天字
第 一 号 使 命 ，抵 御 了 6 次 洪 峰 流 量 大 于
10000 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战胜了 6 次影
响黄河下游防洪安全的凌汛，水库运用方式
经过“蓄水拦沙”“滞洪排沙”“蓄清排浑”三
个阶段，特别是“蓄清排浑”运用方式的成功
探索，使库区泥沙达到年内进、出库平衡，保
持了长期有效库容，并为黄河小浪底、长江
三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提供了宝贵
经验，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在保障黄河长
治久安中贡献“三门峡力量”，为世界河流泥
沙治理和水利科技研发开拓“试验场”，提供
了可资借鉴的方案。

作为共和国大型水利工程的“长子”，65年
来，三门峡水利枢纽不负重托、不辱使命，践行
了黄河岁岁安澜的使命和担当。三门峡水利
枢纽的建设与管理，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坚守
初心使命，领导人民不断探索、认识、掌握规律
的治黄实践史，也是一部党领导人民群众与洪
水泥沙顽强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奋斗史。

大河汤汤，岁月奔流。
黄河在流经三门峡时留下惊鸿一瞥。

得益于三门峡水利枢纽运用，下游引黄灌区
的“中国粮仓”里有了黄河水的“幸福味道”，
豫西电网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得益
于三门峡库区调蓄，一汪碧水造就了1.95万
公顷的库区湿地，引得无数天鹅等鸟类栖息
留恋，造就了三门峡市“天鹅之城”的美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
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的治水思路。他多次奔赴沿黄省区考察
调研，多次主持召开重要会议布局，集思广
益、问计于民，从黄河上游、中游到下游，步
履所至，心之所系，尽是关心黄河的深情和
经略黄河的用意。

2019 年 9 月 18 日，河南郑州，一场关
乎母亲河未来的盛会召开，如同春风拂
面。习近平总书记发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
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倾心擘画着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蓝图。

大河新篇自此提笔描绘。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作为三门峡水

利枢纽工程直接管理者，经现代企业制度改
革，自 1996年 5月 18日挂牌成立三门峡黄
河明珠（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集
团”），按照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模式，公司制
运作，踏上了探索现代企业之路航程。进入
新时代，明珠集团充分发挥国企优势力量，
全面走上了建设幸福河的新征程。

2021年秋，疾风骤雨席卷河川，一场历
史罕见的黄河秋汛洪水防御攻坚战迅即打
响。三门峡水利枢纽应战出征，以必胜的决
心与勇气，在风雨之中坚毅前行，在洪水面
前众志成城，充分发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在
黄河干支流五库联调中的关键作用，为下游
人民筑起生命屏障，为黄河安澜铸就“钢铁
长城”。

在黄委科学调度下，在与洪水一轮轮较
量中，三门峡水库进行 5次敞泄排沙运用、1
次滞洪运用，使得 1979年以来最大洪峰流
量顺利通过，确保了防汛设备完好率100%、
可调率 100%、调度指令正确执行率 100%，
三门峡水利枢纽作用得以彰显。

2022年1月19日，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
乡小安村的黄河护岸工程处，一艘代号为“浚
河007”的 45米长拼装式绞吸挖泥船缓缓驶
入黄河，开始执行三门峡水库清淤试验任务。

为黄河泥沙探寻新出路，探索实施黄河
骨干水利枢纽清淤工程之路由此迈开步伐，

三门峡水库清淤工程成为先期试点，被
列入河南省、三门峡市“十四五”规划，得到
有关领导和国家部委关注。2021 年以来，
在三门峡市政府主导下，明珠集团联合中交
疏浚集团，与三门峡市水利局、水务投资集
团等进行沟通对接，发挥各自优势，推进项
目实施，积极研究落实库区清淤和泥沙资源
化利用等工作，并为后续的小浪底水库和黄
河中下游清淤积累经验。

大河扬清波，一举利万民。
作为黄河梯级开发重要组成部分，三门

峡水利枢纽一直忠实履行职责，并充当着
“探路先锋”作用。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和
改变运用方式实践，不仅为中国乃至世界多
泥沙河流上的水库探索出了一条保持长期
有效库容的新路，而且证明了在黄河上修建
水库既能调节水量，又能调节泥沙。65年后
的今天，三门峡水库再次成为黄河泥沙治理

“探路先锋”，在不断探索、实践，再探索、再
实践中，步履不停地践行着“紧紧抓住水沙
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的忠诚诺言。

上善若水，润物无声。
明珠集团注重以文化软实力涵养发展

动力源，坚持讲好黄河故事。通过编撰出版

“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文化丛书”、配合央视
等媒体拍摄大型专题片、在枢纽坝区设置主
题宣传展板等举措，展示新时代三门峡水利
枢纽的新担当、新使命；开展三门峡工程国
家水利遗产申报和相关文物征集工作，进一
步深入挖掘黄河三门峡历史文化，保护好、
弘扬好、传承好黄河文化遗产。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国工业
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水利部国家水利风
景区、水利部第三届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
合案例、河南省红色教育基地、三门峡市职
工政治思想教育基地……这些“新身份”赋
予了三门峡水利枢纽更多内涵价值升华,也
为积淀已久的黄河文化瑰宝赋予了新的时
代价值，塑造了坚不可摧的精神脊梁。

多年来，明珠集团还始终发挥着协调区
域等重要作用。

明珠集团主动携手运城、渭南、三门峡
市及流域河务、水文部门等多家单位，签署
三门峡库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倡议书，
先后与河南、陕西、山东等相关职业技术院
校共同发起成立黄河流域职业教育联盟，与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开办明珠产业
学院，共同为黄河未来积蓄源源不断的奋进
力量。

在脱贫攻坚中，明珠集团勇敢接过重
任，圆满完成了重庆市巫溪县和三门峡市陕
州区菜园乡北营村及柴洼乡柏树山村、卢氏
县磨口乡肖家村及狮子坪乡毛河村等地脱
贫攻坚任务。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明珠集
团闻令即行，构筑起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面对郑州去年夏季暴雨肆虐中原大地的危
急时刻，明珠集团党委第一时间集结人员、
筹集物资、协调设备驰援灾区，组织干部职
工向河南省红十字会踊跃捐款 35万多元，
为河南暴雨灾区重建贡献着真情与力量。

明珠集团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晚会

闸门启闭准备工作

黄河儿女梳妆来！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毛河村扶贫

三门峡水利枢纽全景

无限青春向未来！

“为黄河永远造福中华
民族而不懈奋斗”

三门峡水利枢纽迎战秋汛

远眺三门峡库区远眺三门峡库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