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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旱谷杂粮到大米

灌溉工程改变

淮安人舌尖上的味道

进入12月份，秋收接近尾声。 数据显示，今年全市秋粮应收面积529万

亩，其中水稻占440万亩。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秋收的绝对主角是玉米、山

芋等旱谷杂粮。 此后，我市改种水稻，并逐步成为稻米主产区，跻身全国粮

食高产区。 旱改水，离不开农田灌溉。 本期“档案记忆”，将解密创造淮安农

业奇迹的“幕后英雄”———灌溉事业的发展。

淮阴境内的农田灌溉工

程起源很早，两汉时期就建有

很多陂塘。 据《汉书》和《后汉

书》记载，西汉时，今洪泽湖南

洼就有射陂，东汉时，洪泽湖西

北部有蒲阳陂。唐代，诗人高适

漫游涟水，作诗“煮盐沧海曲，

种稻长淮边”，说明当时在涟水

境内淮河边有灌溉设施。而且，

唐代在今洪泽湖地区开置白水

塘、羡塘屯田，灌区规模较大。

据《太平寰宇》记载，白水塘在

淮阴区“灌溉农田一万二千顷，

以充军储。 ”据了解，一万二千

顷约合800平方公里，其灌溉范

围大体上相当于今洪泽湖以

东、里运河以西，三河以北除白

马湖和宝应湖及其他诸湖以外

的整个区域。

由于黄河夺淮和战争等

原因，淮阴境内水利设施遭到

严重破坏， 至新中国成立初

期，全市排无系统，灌无设施，

水旱灾害连年，农田灌溉只有

依靠运河东西堤上20个古老

的小涵洞，其余都靠人畜力车

提灌。 遭遇干旱年份，人畜饮

水都有问题。大片农田全靠天

收，1949年的粮食亩产量仅为

76斤，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

带领全市人民克服种种困难，

治理洪水和涝灾，经过几年的

奋斗，使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的洪水得到有效控制，使影

响粮食生产的涝灾得到减轻，

但粮食产量仍低而不稳。这是

因为本地区汛期降雨集中，暴

雨屡现,在当时以旱作物为主

的布局下，涝、渍、盐碱成了影

响产量的主要原因。 1956年，

春涝接夏涝， 平均亩产仅78

斤，又回复到1949年的水平。

1956年7月19日， 省委决

定根治徐淮地区洪涝灾害，帮

助徐淮地区人民彻底摆脱贫

困， 提出淮北地区除涝改制、

发展水稻的整治方针。通过淮

北127万亩试点地区旱改水比

不改制增产稻谷2亿斤的实践

结果， 坚定了改制除涝的决

定。

针对当时淮阴地区水资

源时空分布不均匀， 淮北水

少,淮南水多，涝年水灾，旱年

旱灾，淮河每年有大量水资源

废泄入江入海的客观状况，确

定了跨流域调水、治水兴利的

路子。

淮阴地区水利局于1956

年开始规划设计新中国成立

后第一个自流灌区———淮安

乌沙灌区。1957年春开始兴建

乌沙渠首， 筑乌沙干渠和支、

斗、农渠。 渠首位于河下镇西

北里运河大堤上，这是在苏北

灌溉总渠以北地区引淮水灌

溉的试点工程。

1957年3月， 水利部副部

长钱正英在视察盐河整治工

程时提出了不少意见。 于是，

在整治盐河方案的基础上，大

胆提出跨流域调水的思路，重

新制定了“淮水北调，分淮入

沂”的规划。 5月，省水利厅编

报了《淮水北调、分淮入沂工

程规划设计任务书》。 水利部

以（57）水计张字第1456号复

函，同时转报国家计委和国家

经委， 同意照此方案进行规

划。 12月，省水利厅向国家计

委和水利部报送《分淮入沂综

合利用工程规划》。 省领导在

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介绍淮

水北调，不仅有利于苏北的农

业、工业和交通，还可以把水

一直送到新海连市（连云港市

的旧称）， 支援那里的海军设

施和部队用水，有利于国防建

设。 周总理听了，称赞江苏有

全局观，想得好。

自淮水北调以后，淮阴还

开挖了淮沭新河，扩大疏浚了

京杭大运河， 先后新建了乌

沙、板闸、淮涟、涟东、涟西等

大中型灌区。

灌区的建设，加快了大面

积旱改水的速度。市民顾先生

生于1962年，亲身经历了淮安

农业改制的历史变迁。“我到

七八岁的时候，村里的农田才

种植水稻， 那时的米饭好吃

啊！ ”他回忆说，在此之前，村

里种得最多的是山芋、 玉米，

人们的主食也是这些旱谷杂

粮。 后来有了水灌溉，村里才

渐渐改种了水稻。“大米当时

还是稀罕的东西，只有过年或

家里来客人时，才会做一顿香

喷喷的大米饭。 ”

江水北调和淮水北调一

样，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

省水利厅就着手规划设计，经

过实测资料分析，江水北调水

源丰富，苏北各市境内灌区已

建设齐备；地势平坦，高差不

大；送水工程已有具备二级航

道标准的京杭大运河苏北段，

有洪泽湖、骆马湖作为调节湖

泊等主要特点及条件。

1960年1月，在中央召开上

海会议期间， 江苏省委负责人

派水利厅厅长陈克天编制《苏

北引江灌溉工程电力抽水站设

计任务书》， 并到会上作了汇

报，争取中央支持。周恩来总理

听了汇报后很高兴， 肯定江苏

考虑结合将来南水北调东线设

想是正确的。没多久，周总理就

在报送的设计任务书上作了批

示。这样就使江水北调的实施，

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江水北调工程从1961年

开始兴建， 共经历17年时间。

它利用京杭运河作为输水干

渠，从长江边至骆马湖，分六

级提水北上，沟通长江、淮河、

沂沭泗水系，是跨流域调水的

宏伟工程。

江水北调工程兴建后，较

好地解决了苏北地区水源不

足的问题。旱作物灌溉也有了

较为充裕的水源，从而促进了

农业产量大幅度增产，使我市

由过去吃粮靠救济，一跃成为

全国商品粮基地之一。

自上世纪50年代起， 我市

就大规模开展灌区建设， 到上

世纪70年代后期， 已建成灌区

54个，其中大型灌区11个，中型

灌区25个，小型灌区18个。但这

些灌区都是兴建于上世纪50年

代末的大跃进年代， 以及60年

代初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

由于灌区原有工程不适应水

情、工情、农情的变化，部分建

筑物过水流量不足、 设计底板

偏高， 灌区下游尾部缺少梯级

控制，需建蓄水闸。到上世纪80

年代末90年代初， 我市大型灌

区效益下滑，建筑物老化失修，

有效灌溉面积逐年衰减， 部分

地区因水源不足，有回旱现象。

淮安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

毛景生回忆说：“以前很多闸门

都是水泥或木板做的， 时间长

坏了，严重跑水漏水，浪费水资

源，有的斗、农渠无闸门控制。

灌排渠道常年不疏浚， 淤积严

重，杂草丛生。管理所房屋又小

又破， 国家每年下拨很少的维

修经费仅能维持少量零星工程

的岁修。 甚至有的只能给启闭

机涂涂黄油。 据统计灌区自兴

建以来，投入总经费只有7.2亿

元，其中国家投入5.3亿元。

按照水利部和省水利厅有

关文件精神，1999年底，我市编

制了全市8个大型灌区续建配

套及节水改造工程规划报告，

并通过了水利部组织的审查，

批准立项。其中，淮涟灌区续建

配套与节水改造一期工程被国

家列入1999年度国债工程实施

计划， 并于2000年3月开工建

设， 拉开了我市大型灌区节水

改造工程建设的序幕。

毛景生介绍说，15年来我

市8个大型灌区都实施了续建

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 共完成

项目资金20.7716亿元。 其中，5

个灌区已完成规划报告中的工

程实施计划。 目前仍有淮涟灌

区、涟东灌区、涟西灌区3个灌

区正在实施， 还将完成规划报

告中剩余的4.02亿元中央投资

计划。

灌区节水改造工程投资计

划的下达是国家按照每个灌区

规划报告的工程项目数量分期

分批下拨资金的。 有的灌区连

续每年都有资金下达， 有的隔

一两年才能有资金下达，导致8

个灌区规划实施的进度不一，

有快有慢。此外，当年我市编制

的工程规划也是争取国家投资

多少的重要依据。对此，他做了

个形象的比喻：“规划报告中都

列有具体工程的地点、名称、经

费、规模，如果规划中没有，国

家就不会批准的， 如果你列了

冰箱， 国家才会给你买冰箱的

钱，没有列彩电，就争取不到买

彩电的钱。 ”

据了解， 灌区节水改造工

程的规划实施， 在注重效益的

同时， 还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

灌区工程规划设计中， 把工程

建设和环境保护、绿化、农村道

路、 水景观等建设进行有机地

结合， 有效带动了项目区村容

村貌的改善。毛景生说，这好比

盖房子，不但要把房子盖好，还

要把房前房后道路修好， 栽点

花木，搞个小花园，美化环境。

“江水北调”规划再获周总理肯定

工程兴建后解决了水源不足的问题

“淮水北调，分淮入沂”规划

获周恩来总理称赞

淮阴规划设计的首个较大自流灌区

渠首在河下镇西北里运河大堤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

农田灌溉只靠20个小涵洞

为8个大型灌区编制的总体规划

成为改造项目经费投资安排的参照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灌区建筑物老化，设施落后，灌溉面积减退

旧的抽水站

新建的蓄水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