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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坝背后的绿色方阵
文/郭 晨 吴以瑞 朱 勇
“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
是靠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看了以后非常振奋。三峡工程的成功建成和运
转，使多少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想变为现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
”
4月下旬，
习主席在
考察三峡坝区时饱含深情的话语，
久久回荡在大江南北，让无数“三峡人”倍感荣光。
国之重器，造福人民。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大幅提升了长江中下游防洪能力；
迄今已累计发
电超过一万一千亿千瓦时，输电范围覆盖半个中国；
显著改善了长江通航条件。
三峡梦圆的背后，是一段军民联合奋战的壮阔历程。

一心把工程早日建好

动竞赛和任务会战，攻坚
克难推进工程建设。
1992年4月3日，七届
走进位于大坝右岸的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
三峡截流纪念园，一辆辆
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
巨大的装卸车等大型施工
议，开启了三峡工程的建
机械，把人们的记忆拉回
设征程。
1994年12月14日， 到当年火热的建设场景。
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这些是保留下来的实物，
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
曾经都被冠以‘民兵号’
。”
托，一支支建设队伍汇聚
葛洲坝集团宜昌基地管理
湖北宜昌，沉寂已久的峡
局党委书记钟振清告诉记
江两岸顿时沸腾起来。
者，在当年的建设工地上，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到处飘扬着民兵突击队、
主要由大坝、水电站、通航
民兵工程、民兵号机车的
建筑物等组成，工程规模
鲜艳旗帜。
之大、技术之复杂，堪称世
1997年11月8日，数千
界之最。
”宜昌军分区领导
民兵历经一年多的艰苦奋
介绍，当年，军分区联合葛
战，成功将左右两道戗堤
洲坝集团等主体建设单位
连接在一起，打赢了大江
在各级成立民兵组织，动
截流这场“世纪之战”
。
员近万名民兵广泛开展劳
1998年，某民兵团紧抓快

干6个月，抢在汛前安全封
闭防渗墙，保证了大坝基
坑如期开挖浇筑。一个个
难关在民兵的努力下被攻
克。
“ 那时候就是夜以继日
干，一心要把工程早日建
好。
”当年的民兵班长、葛
洲坝集团退休职工周光成
说。
世纪工程，质量第一。
各级民兵在建设中积极开
展科技攻关和技术革新活
动，先后获得14项国家科
技进步奖，发明700多项专
利，创造数十项世界纪录
和“三峡第一爆”
“ 深水土
石围堰施工”
等诸多创举。
从大坝左岸的坛子岭
上俯瞰，三峡船闸通道就
像从山体中切割出来一般
壮观。
“ 这是当今世界水头

鄂尔多斯市高端羊绒品牌

第二届暖冬羊绒节进入倒计时

产自鄂尔多斯的上等山羊绒
让你的冬天有风度又有温度

据一组公开数据显示，全球约有70%的羊绒是由中
国出产，其中内蒙古自治区的产量约占国内羊绒产量
50%，
鄂尔多斯是中国公认的羊绒衫生产重地，
且只有出
自山羊的绒，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羊绒。
此次，
直供《北方新报》第二届
“羊绒节”
的羊绒产
品采用的正是鄂尔多斯山羊的优质山羊绒，
山羊绒细
度在13微米至15.5微米之间，长度要求超过6.5厘米。
这种规格的山羊绒自然卷曲度高，
在纺纱织造中排列
紧密，
抱合力好，
是羊毛的1.5~2倍，
保暖性极好。
另外，
这种山羊绒制品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亲肤性
特别好，穿着舒适。
鄂尔多斯地区的优质山羊绒纤维
外表鳞片小而光滑，纤维中间有一空气层，因而其重
量轻，
手感滑糯亲肤性极佳。
由此类优质羊绒制成的
羊绒衫延伸性强，
弹性好，
能紧贴人体皮肤，
有良好的
透气感，
让人穿着感觉非常舒适，是市场上的羊毛混
纺单品所无法媲美的。

部分热销产品

原价526元/件 直供价98元
羊绒衫/羊绒开衫
原价1980元/件 直供价198元
中老年羊绒裤：

原价4680元/件 直供价468元
新款大衣

来就送
凭报扫码即可领取108元丝巾一条

惊爆价
羊绒围巾、手套、护膝特价30元；

羊绒裤特价98元；羊绒衫特价198元；
羊绒大衣特价198元，到店转发活动信息送丝巾。

举办时间：10月12日~10月17日（早9点~晚8点）
举办地点：内蒙古国航大厦20楼（鼓楼立交桥北100米路东）
乘车路线：读者可乘2路、K4路、59路、95路、22路公交车到国航大厦站下车
预约咨询电话：0471-6608549 13948314890

最高、规模最大、技术最复
杂、级数最多的双线五级
船闸。
”从武警水电部队转
业的三峡集团三峡枢纽保
卫部副主任胡国宪告诉记
者，
24年前，武警水电官兵
在这里打响了工程建设第
一炮，先后完成双线五级
船闸建设、大江截流、电源
电站施工等重大任务。
在船闸建设中，官兵
连续奋战20个月，搬走了
18座山头，开挖土石4200
多万方，攻克了高边坡锚
固、深直立墙开挖、世界最
大“人字门”安装等多项世
界技术难题，创造了水电
工程史上的奇迹。
十 余 载 艰 苦 奋 战 ，筑
就举世奇观。在大坝建成
的那一天，现场军民欢声
雷动，他们4000多个日夜
的辛勤付出，造就了一座
雄跨大江两岸的伟大工
程。

守护世界第一大坝
“伍厢庙方向，
30米水
下发现可疑目标，正在向
坝底靠近。
”武警宜昌支队
某大队官兵正在进行一场
夜间水陆反恐演练。
这是一支守护大坝的
拳头力量。三峡大坝建成
后，武警宜昌支队根据需
要调整勤务部署，形成陆、
水、空立体交叉的防护力
量。
“守世界第一大坝，尽
卫士第一职责。”在大坝上
勤仪式上，支队官兵面对
国旗许下铮铮誓言 。
20 多
年来，他们用铁肩担当和
过硬本领守护着三峡大坝
的安全。
一年夏天，三峡大坝
迎来一场特大洪峰，大量
木头、垃圾等杂物顺江而
下涌至坝头，一艘拖轮的
舵叶被树桩卡住，船体瞬
间失去动力冲向大坝。千
钧一发之际，支队火速出
动两艘交通艇，官兵沉着
应对，用四股碗口粗的缆
绳牢牢牵住拖轮，采用交
替牵引的办法奋力驶向安
全区域。险情化解后，拉船
的缆绳绷断了两股。

烈日当空，记者来到
大坝坝顶，哨位上的战士
一个个精神抖擞，警惕地
观察周边情况。支队领导
告诉记者，夏日坝顶温度
最高可达60摄氏度。
“坝区防卫任务艰巨，
需要军警民联手做好安防
工作。
”宜昌军分区相关领
导告诉记者，工程竣工不
久，他们即组织动员现役
和民兵力量，与驻地武警
部队、三峡集团枢纽管理
局保卫部、海事和公安部
门建立联防联管机制，为
大坝筑起牢固的安全屏
障。
近年来，随着三峡专
用公路扩大开放和三峡大
坝景点门票免费，游客数
量骤增，给安全管控带来
很大难度。各级预备役组
织主动协助武警和公安部
门开展巡逻执勤，及时排
堵解疏，消除安全隐患，确
保了坝区及周边环境正规
有序。

为了家园更美丽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紧邻三峡大坝的太平溪镇
许家冲村，雨后呈现一派
水墨中国画的景致。
走在该村宽阔的柏油
马路上，一栋栋亮丽的居
民楼映入眼帘，记者来到
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一侧
的便民洗衣池时，6名村民
正在捶洗衣物。
“习总书记关切地询
问我们的生活情况，现在
回想起来，心里还暖融融
的。
”村民陈明珍兴奋地回
忆起不久前习总书记来到
村里时的情景。
“ 现在生活
有保障，环境又这么好，我
们对移民后的生活很满
意。”
“陈明珍家的老宅在
原来的西湾村，现在已经
淹没在江水下。
”村党支部
书记望作战指着不远处的
江边告诉记者，大坝开工
前，太平溪镇的西湾村和
秦家坨村1400多 名 村 民 ，
集体搬迁至临近的老许家
冲村，如今的许家冲村就
是由这3个村庄合并而成。

“广大移民积极响应
党和国家号召举家搬迁，
那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该镇武装部部长颜治国
说，
20多年前他担 任 民 兵
班长时，正值移民搬迁的
高峰期，各级人武干部和
民兵冲在一线，夜以继日
帮助移民完成砍树清场、
装车卸车、拆房建房和修
路架桥等工作，发挥了突
击队作用。
位于三斗坪镇江边的
中堡岛，曾以盛产柑橘闻
名。该岛被确定为坝址后，
中堡村基干民兵班长张永
强第一个将岛上承包的土
地征拆完毕，并带动村民
加班快干，在一个星期内
完成岛上100多 亩 土 地 的
征迁丈量。
“ 当年，移民民
兵带头搬迁、非移民民兵
带头帮助搬迁，发挥了重
要的带头作用。
”夷陵区武
装部领导说。
“帮助移民脱贫致富，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该村民兵连连长朱崇军
说，面对人多地少资源不
足的矛盾和坝区严格的
环保要求，如何创新思路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是移
民搬迁后面临的最大课
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坝区移民更要树立生
态致富理念。村党支部一
班人理清思路，积极引导
移民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经过20多年发展，旅游、餐
饮特色产业效益不断提
升。村民谢蓉创办的峡江
刺绣合作社，带动300多名
妇女就业，去年一年收入
超过200万元。走进该村民
兵班长望长征开办的茶业
种苗培育基地，满眼皆是
绿油油的茶苗。
停办污染企业，建设
生活污水处理厂，推广使
用无磷洗衣粉，实行河长
负责制……行走在坝区两
岸，记者看到，相关环保措
施已在沿岸村镇得到普遍
落实。走在生态致富路上
的坝区群众形成共识：
“当
年搬迁为三峡，如今为了
家园更美丽，更要义不容
辞保护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