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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年度分水量 198722.36万立方米方米

累计受水 147.42亿立方米

相当于 1053个西湖

天津
年度分水量 59462.72万立方米

累计受水 74.52亿立方米

相当于 532个西湖

北京
年度分水量 43572.04万立方米

累计受水 76.46亿立方米

相当于 546个西湖

河南
累计受水 161.63亿立方米

相当于 1154.5个西湖

惠及 11个省辖市市区

43个县城区

101个乡镇

26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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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白新超，今年55岁，是淅川县九
重镇邹庄移民新村的村民。掐指算来，我
们搬迁到邹庄已经 11年了，感觉
像做梦一样，都不敢相信，如
今日子这么美，正如父辈们
说的那样，上楼梯，吃甘
蔗，步步高节节甜。

我的父亲白海涛一
生经历了三次大搬迁。
第一次是在 1962年，全家
搬迁到九重镇范岗村，那里
生存条件恶劣，岗坡地不长
庄稼。1966 年，我们全家搬迁
到湖北荆门，我就在那里出生。1970
年，我们又搬迁到淅川县九重镇油坊庄
村，这里虽然比前两个地方稍微好一些，
但同样生活艰苦，只能靠在荒坡地上种点
庄稼勉强糊口，村里都是泥巴路，也不通
公共汽车。

2001年，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
我们全村响应国家号召，搬迁到邹庄。那
时父亲已经病得很严重，下不了床、走不
了路了。但听说这次搬迁跟前几次都不

一样，政府提前给移民盖好了小楼房，家
家户户分的都是水浇地，父亲非要让我拉

着他先去新村看看。看到一排排
小楼整整齐齐，村里全部都是
水泥路，连太阳能路灯都装
上 了 ，父 亲 高 兴 得 直 落
泪。最终，父亲没有能跟
着我们搬到邹庄来，但他
去世的时候脸上是挂着
笑的。

我们搬到邹庄后，各级
政府从政策和资金上支持移

民经济发展，村民们干劲十足。
2013年，我们 5家合股成立了淅川神

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从 130 只羊养
起，如今已经发展到1200多只羊的规模，
销路不愁。我占股 60%，一年可以分红
二三十万元，再加上我和儿子平时还做点
小生意，家里有几亩地，总收入很不错。
下一步，我们还要扩大规模，5年以内，争
取养殖规模突破 5000只羊，乡亲们的日
子会越过越红火。③8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整理）

我是河北省邢台市七里河建设管理
中心的普通职工，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邢台人。2012年大学毕业后，我
回到邢台工作，几乎每天都与
七里河为伴。近些年来，我
深刻感受到，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让这条河流发生了
巨大变化，给沿线居民带
来了满满的幸福感。

七里河是邢台市的母
亲河，属于季节性行洪河
道，上游除汛期外常年无水。
我小的时候，由于缺乏有效治理，
七里河河道淤积严重、杂草丛生，生态环
境严重恶化。那时候的七里河附近可以
用荒凉来形容，别说来河边赏景了，很多
人路过时都是一脸嫌弃。

从 2015年开始，七里河每年都迎来
源源不断的丹江水。近 3 年，七里河年
均生态补水量更是达到 8000万立方米，
南来江水彻底改变了七里河的形象，市
区段 24.5公里的河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

现在的七里河，碧波荡漾，不时有鸟
儿掠过。到河边游玩的人三五成群，前来
健身锻炼的群众络绎不绝。家门口就有
如此好的景致，实在是让人自豪和高兴。
每到节假日，我都会带着孩子来七里河岸

边游玩，外地的亲戚朋友来邢台，七里河
就是我带他们游玩参观的第一站。大家

都说，现在的七里河就是邢台市
的一张名片。

凭借优美的生态环境、
突出的人文特色，七里河
先后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
例奖、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和全国群众体育运动基地
三项国家级荣誉。2019

年 10 月，七里河获评河北
省首批“秀美河湖”。2021年

12月，七里河入选国家级水利风
景区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这是河北省唯
一入选景区。

有了水源，更要做好保护。日常工作
中，我负责河道的巡查管护。在巡河过程
中，我会认真查看两岸有无垃圾，雨水口
有无污水混流排放，河道水面有无漂浮物
等，对巡河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职能部
门进行反馈，直至问题解决。

南水北调让七里河变靓了变美了！
对比七里河以前的荒凉景象，我们更应该
利用好南水北调的每一滴水，希望大家爱
护、保护来之不易的水资源，让七里河永
远保持美丽。③8

（河北日报记者 马彦铭 河北日报通
讯员 路超 整理）

“爸爸，我今天从新闻上看到，咱们喝
的水原来是丹江水！”

我是大伟，家住天津市南开
区西湖道华章里小区，一天，
孩子跟我说起家里喝的水
来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所以口感才这么好。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向天津
通水以来，已连续多年不
间断安全供水，累计水量
达70多亿立方米……

我今年快 40 岁了，是个
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仔细往回想
想，其实我经历了大多数天津人的“饮水
变迁史”。

小时候我喝过一段时间井水。那会
儿听家里长辈说长期喝井水会造成“四环
素牙”和骨质疏松，对身体健康不好。还
好那时候年龄小，没过几年就赶上引滦入
津工程完工了。引滦入津工程让天津的
老百姓从此告别了“苦咸水”，喝上了甘甜
的清水。但在 2000年左右，引滦源头潘
家口水库已达死库容，国家决定实施引黄
济津应急调水。据我了解，新世纪以来已
实施了引黄济津7次，缓解了天津地区的
部分缺水问题。我本身喜好喝茶，现在又

喝上了“南水”，水质和口感都很好。首
先，在水质方面非常洁净，刚接的自来

水透过玻璃杯，一丁点杂质也没
有；烧开晾凉的凉白开口感甘
甜，泡的茶味道也十分清
冽。

水是一座城市的“血
脉”。大家都知道，天津
市是资源型缺水的特大
城市，在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通水前，天津的城市用水
主要依靠引滦水，农业和生态

环境用水基本“靠天吃饭”，水资
源供需矛盾其实挺严重的。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通水后，天津的供水格局有了优
化，逐步实现了引江、引滦的双水源保
障，不仅老百姓的生活品质提高了，也有
利于咱天津的招商引资，能促进天津的
发展。

现在的“南水”来之不易，我和我的身
边人也努力地去节约用水，比如在日常生
活中，用洗衣服、洗脸、洗澡的水去拖地、
冲厕；养鱼的水用来浇花等等。今后，我
们也要继续节约用水，珍惜这泓远道而来
的清水。③9

（天津日报记者 田巧梅 整理）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绝大部分时间是
在南水北调工程上度过的。可以说，我
的人生是因为南水北调而饱满。

从 2005年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北京段建设之初，我就
参与其中。

北京段干渠，经房山
区，穿永定河，过丰台区，
沿西四环，向北汇入颐和
园 团 城 湖 ，全 长 80.4 公
里。“战线”如此之长，建设谈
何容易。

开工前的拆迁、地上地下管
线改移工作繁重复杂。开工后，干渠中最
长、最复杂的PCCP管道工程，使用内径4
米的超大口径PCCP管道，这在当时还是
国内第一次，生产、运输、吊装、拼接，每一
个环节几乎都没有先例可循。

无数次绞尽脑汁，无数个不眠之夜，
我们打赢了这场“攻坚战”。此后，我又投
入到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中。2015
年，南水北调团城湖调节池正式建成，这
个储存着 150多万立方米净水池子的运
行管理工作，成为我新的“阵地”。

每天早晨上班第一件事，我要绕着整
个调节池转一圈，检查各个点位的设备、

设施是否正常运转，人员是否到位，情况
有无异常。到现在，这个习惯已经保持

了7年。
运行管理工作看似平淡

稳定，但恰恰长久的平静最
容易引起麻木，因此更需
要时刻绷紧神经，不能松
懈。

以设备、设施的养护
为例，从每一个部件的生命

周期开始，我们就制定好检
修、保养计划，定期开展保养，

并且通过开发软件，为每一件机械
设备制定了专属“身份码”，保存下完整的
养护记录。我们还制定了提醒机制，每一
个零部件如果没有定期开展养护，系统会
自动向责任人提示，督促完成相关工作。

“南水”千里进京，来之不易。我们在
北京段管理处建设了爱国教育基地，宣传
节水理念，呼吁广大市民节约用水。

多年来，一代代工程建设者、水务工
作者为这项工程呕心沥血，确保了“一渠
清水永续北送”。我深知肩上责任的重
大，一定会守好护水“阵地”，保证每天为
北京市民送上干净安全的饮用水。③6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王天淇 整理）

去年 5月 13日至 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

视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看望移民群众，并主持召

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为充分展示一

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生态保护成就、移民生活新貌，河南

日报特邀请北京日报、天津日报、河北日报记者深入工程沿线，

采访移民群众、典型人物，让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以第一人

称口吻，讲述舍小家为大家、如今的幸福生活及工程给沿线人

民带来的巨大变化，敬请关注。③5

编者按

南水北调沿线群众说——

同心守护
幸福渠

5月 12日至 14日，河南日报客户端联
合河北、北京、天津等省级党报客户端共同
推出系列新媒体产品。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 5月 14日 19时，在各地媒体、网友的转
载共推下，相关新媒体产品全网浏览量突
破3000万。

水脉国运
大美中线

节水者说 数说中线

扫码尽览千里水路之美

四省市党报联动共话守护一泓清水

※数据截至2022年5月14日8时
西湖按湖水容积1400万立方米测算

本报记者 梁栋 谭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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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县九重镇邹庄移民新村村民白新超

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邢台市七里河建设管理中心职工李成行

南水北调让七里河越来越美

北京市南水北调团城湖管理处副主任刘剑琼

我的人生因南水北调而饱满

天津市南开区市民大伟

珍惜这泓远道而来的清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