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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坤晟、王俊禄、黄筱、许舜达

每天晚饭后，退休多年的程天纵都会去新安
江边走一走。每次听到旁边有人说：“今天电厂肯定
发电了，江水凉快哩。”这位老电厂人就会偷着乐。

1956 年 11 月，20 岁的技工程天纵接到命
令，背上铺盖卷，同工友们一道，从河北官厅水库
出发，几经辗转来到浙江建德。

颠簸在崎岖山路上，程天纵只知道受命参与
的是一项大工程，并不清楚自己将见证新中国水
力发电史上的一座丰碑。

新安江水电站是新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
制设备和自行施工的大型水电站，被后人誉为“三
峡大坝试验田”。它是党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杰作。

高峡出平湖。百废待兴的年代，第一座“三自”
水电站的横空出世，不仅补上了华东能源缺口，更
带给人们无尽的精神激励。

今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曾撑起华东电力半壁江山的新安
江水电站，装机容量占比已不到华东电网的 1%。

与此同时，新安江水电站的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日益凸显，成为浙江乃至长三角防洪水、保供
水的重要屏障，造就了千岛湖的“天下第一秀水”，

沿江沿湖产业实现了绿色动能转换——— 昔日雄伟
的电力大坝，悄然撑起了绿色发展的新使命。

“聪明人都会去开发新安江”

60 多年前的建德，交通闭塞。“从杭州坐烧木
炭的汽车要七八个钟头。那时候没有桥，还得排队
等渡船才能到这里。”站在厂区的大桥上，83 岁的
程天纵想起当年此处一片茅草荒滩，感慨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新安江水电站兴建前，浙江省
只建设过两个水电站，一个是 1950 年开工兴建的
装机容量为 200 千瓦的金华湖海塘水电站，一个
是 1951 年开工兴建的装机容量为 3 万千瓦的黄
坛口水电站。

装机容量 66 .25 万千瓦的新安江水电站，其规
模不仅大大超过我国已建、在建的水电站，也超过
了被誉为苏联水电里程碑的第聂伯水电站。

中国人能否以自己的勘测、设计、施工、制造
力量来完成这座大型水电站？被视为新中国水电
开发试金石的大型水电站落户新安江，并不是轻
率的决定。

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的电厂是被敌人袭击
的重要目标。1950 年 2 月 6 日，来自台湾国民党
的敌机空袭，杨树浦火电厂与闸北火电厂损失惨
重，市区大面积停电。2 月 21 日，闸北电厂再度遭
到轰炸，一个月后才修复发电，给上海市工业生产
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损失。

单靠火电厂无法保障华东地区电力供应，必
须发展水电才能在上海的电厂被破坏时顶上去。
然而，在以平原为主的长三角地区，适合开发水电
的选择不多。于是，曾在民国时期就被水利专家关
注的新安江水利资源，顺理成章成为开发选项。

新安江发源于安徽黄山之麓，以滩多水急著
称，清代诗人黄景仁以“一滩又一滩，一滩高十丈。三
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的诗句来描绘其磅礴气势。

一位名叫麦克洛的美国水利专家曾说：“新安
江的水力太厉害了，聪明人都会去开发利用的。”

新中国成立前，钱塘江水利勘测处就曾将一
份勘测报告呈交给国民政府行政院。据主编《新安
江水电站志》的项传发回忆，国民政府的设想是修
建一座 8 万千瓦的水电站。当时中国已建在建的
水电站最大不过几千千瓦。

然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政治腐败、国力疲
敝，再好的设想只能沦为空想。当时主持“钱塘江
水利勘测处”的水利专家徐洽时，直到在新中国担
任新安江水电工程局总工程师才得偿夙愿。

1952 年，新生的人民政权再度启动新安江水
电站的勘测研究和开发论证。几经讨论，装机
66 . 25 万千瓦量级水电站方案被最终确定。

从 1948 年 4 月，国民政府官员打报告主张建
设新安江街口水电站到此时，短短 4 年时间，中国
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新安江水利资源利用，终
于在新中国的时间表上真正铺开了蓝图。

要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

沿着建德市政府门前的新安路，往江边方向
走 500 米，是新安江农贸市场。“你几乎听不到方
言。几十年前，卖菜的大娘就讲普通话。”建德市政
协主席吴铁民说。

从天南海北的建设者齐聚新安江那一刻起，
这座城市就被植入了包容、开放的基因。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沪、杭、宁长三
角地区的用电日趋紧张。1956 年 6 月 20 日，应电
力工业部请求，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原为国家第二
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的新安江水电站工程，提前
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和 1956 年计划，工期五年。

从 1956 年下半年起，全国各地的建设者赶赴

新安江加入这场位于浙西峡谷间的伟大建设。
1958 年末，新安江水电工程局达到最高职工数
20050 人。

不论在共和国的哪一个角落，接到调动命令，
几乎所有人都是背起铺盖卷就走。在争分夺秒的
会战中，没有扯皮踢球，没有讨价还价，有的是团
结支援、共同战斗。

“军人服从命令，叫到哪里就到哪里。”93 岁
的王开华曾是苏北独立团的战士。1956 年他从杭
州调来新安江从事保卫工作。“水边草多、蚊子多，
走路都困难。”王开华回忆说。

85 岁的项传发此前在位于舟山群岛的岱山
县工作。从接到立即到省委办公厅报到的命令，到
赶赴新安江工地，满打满算 6 天时间。“住的是竹
棚子，上面是茅草，下面是毛竹，讲究一点就用石
灰抹一抹。”这位后来的电厂副厂长回忆说。

艰苦的条件打不垮工人“要高山低头，叫河水
让路”的壮志。筹建过程中，没有风钻，工人们就挥
动 18 磅榔头，将钢钎扎进岩石，打出一个个炮眼；
没有挖土机、汽车，就用簸箕装渣，肩挑背扛……

土法加洋招，干劲能冲天

在电站展览馆中，有一张名为《施工夜景》的
老照片。照片上峡谷中的点点灯火犹如一个个火
热的太阳将夜晚照为白昼。

不只是工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铮曾写道：“在工地几乎

所有行业的人员，都在为这场战斗尽心尽力：在烈
日下送饭送菜上前线的炊事员；夜阑更深、埋头苦
干的财会、文书；在现场爬上爬下检查质量的‘活
阎王’；日夜抢救伤病员的来自上海、杭州的医师
和护士；还有那朝气蓬勃、‘目无欧美’、八九点钟太
阳一般的青年技术员。”

不能忘记的还有 29 万新安江移民。浙江省摄
影家协会主席吴宗其的爷爷和父亲，当年在遂安
县狮城镇经营一家照相馆。他翻开一本作品集，指
着第一页的黑白照片对记者说：“这是 1958 年的遂
安县城，我父亲的作品。现在整座古城都在水下。”

1959 年 9 月 21 日，新安江水电站正式拦坝
蓄水。被横拦的滔滔江水变身“西子三千个”的千
岛湖同时，也将上游的淳安、遂安两县淹入湖底。

“我们上午还在上课，中午停课，村民搬迁到
学校安置。学校里面七八户人家住一间教室，床连
着床。到晚上水就漫上来了。”淳安县界首乡严家
村党总支书记严宏芳说。

严家村是整村后靠，更多的新安江人为了电
站建设搬迁到其他地区。

成为国家主人的劳动人民，希望改变国家落
后面貌的心情是迫切的。原本计划 5 年工期，建设
者们提出争取 3 年完成。

为实现 1960 年发电，在 1958 年的建设高潮
中，响应工程局党委的号召，干部和工人“同吃、同
住、同劳动、同商量”，1/3 的机关干部分赴生产第
一线。被分配到电站机要处的项传发自告奋勇地
上了工地浇捣队。

“都说新安江多么多么大，我们当时没有概
念。只知道拼了命干。虽然苦，但人是高兴的。”项

传发说。
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开工后，遇到的困难特别

多。物资缺乏，用铁丝做铁芯，用铝线代替铜线做
电焊机。为了不错失第一个枯水期，在机械化、自
动化混凝土生产系统建成前，工人们“创造条件，
土法上马，先土后洋，两条腿走路”，采用人工采挖
砂石料、小型拌和机拌和混凝土、汽车和手推车运
输等办法，将浇捣拦河大坝的时间提前了半年。

60 年后，83 岁的程天纵依然记得 1959 年 4
月 9 日那天的每个细节。

作为讲解员，他向前来视察的周恩来总理介
绍了工人们自制的土电焊机和土制的锯、铰、磨三
用工具台。

“总理，我们土法搞出来的土设备，样子不好
看。”

周总理说：“样子不好看不要紧，解决问题就
是好办法。”

离开工地时，周总理留下了苍劲有力的题词：
“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

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

曾为华东提供 2/3 的电力

1960 年 4 月 22 日，随着工人孟昭森推动控
制台把手，蓄势待发的新安江水携雷霆之力，顿时
将水轮机冲得嗡嗡作响。伴随着巨大的轰鸣，新安
江水电站第一台 7 . 25 万千瓦水轮机组投产发电，
该发电机组由哈尔滨电机厂制造。

艰苦卓绝的三年奋战终于迎来了胜利。“那
天开心死了。”在新安江电站厂区的一间会议室
里，程天纵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还原了当天的情
景。

不久，华东电网组建。当年 9 月 26 日，新安江
水电站并入 220 千伏系统向华东电网送电，解决
了杭州、上海等地的用电问题。

新安江水力发电厂办公室主任余敬基介绍，
从第一台水轮发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起，新安江
水电站至今已发电 970 亿千瓦时，巅峰时曾为华
东地区提供 2/3 电力能源。

虽然从开始建设至今，华东地区没有再遭受
袭击，但新安江水电站一直在发挥当初上海水力
发电勘测设计院的设计者们预想的调频调峰和事
故备用功能。

“记得有次北仑发电厂出现故障，电压掉下
来，我们赶紧发电，避免了华东部分地区停电，保
证线路正常运行。”已退休的新安江水力发电厂配
件厂厂长孙春福说。

一座大型水电站，带来的远不止是电。

据新安江水力发电厂副厂长杨斌介绍，从
1960 年开始发电至今，新安江水电站为国家节约
燃煤 3000 多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9000 万吨。

今年 72 岁的朱长根是建德市罗桐社区居民，
老家位于新安江下游的梅城镇：他说，小时候每到
汛期都会人心惶惶，梅城镇基本上每年都要涨大
水，“我们老家的房子倒过好几次，洪水一来起码
都会没过膝盖，有时晚上在家里都不敢睡觉，怕被
洪水冲走了。”

朱长根回忆，自从新安江大坝合龙之后，老家

再也没来过大水。据测算，新安江水电站自建站
运行以来，10000 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抵御
了 33 次，4000 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洪峰抵御了
100 多次。

从新安江水电站 70 米深处喷涌而出的江
水，常年保持 14℃至 17℃恒温，当地也形成了
冬暖夏凉的小气候。走出建德高铁站的站台，
即可看见“17℃的新安江”的城市宣传广告。

“17”还是“一起”的谐音。今天，很多青年男
女喜欢来新安江边拍婚纱照，请这一江恒温的
碧水作爱情永恒的见证。

电与水的辩证关系

展览馆中，陈列着一套已退出历史舞台的
中央控制台，当年它是整座电站的“大脑”。1999
年至 2005 年，新安江水电站进行了增容改造，
装机容量达到了 85 万千瓦。

“现在随着特高压技术发展还有西电东
送。”杨斌说。

当初兴建新安江水电站主要为保障电；随着
国家电力事业突飞猛进，如今地方越来越重视电
站发电放出的水。电与水的奇妙关系见证的是蒸
蒸日上的人民生活水平。

“每逢 7-9 月的大潮汛期，我们都要发电放
水以保证杭州的供水。”新安江水力电厂厂长李
建华说。

原来，杭州每天 85% 的自来水供应都来源
于钱塘江。由于杭州湾的特殊地理因素，每年钱
塘江大潮汛期，海水都会大量倒灌钱塘江河口，
咸潮上溯至杭州自来水取水口上游一带，江道
水体含氯度大幅上升，一旦上游来水偏少，杭州
人民就要过上喝咸水的日子。

2003 年 11 月 9 日，浙江省成立省防指
杭州抗咸工作联席会议。从 2003 年至 2018
年，浙江省防指共发出抗咸顶潮函件 216 份，
成功地进行了 285 轮抗咸调度。16 年时间
里，杭州主城区人民再未因咸潮影响而喝过
咸水。

现在，杭州主城区市民的饮用水品质即将
更上一个台阶。因为大坝横拦江水，上游千岛湖
不再受河流枯水期限制，也意味着其能稳定为
杭州市区供水。

目前，千岛湖配水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根据
工程进度，杭州主城区市民预计今年年内喝上
千岛湖水，而到 2020 年，杭州城区将全面供应
千岛湖优质饮用水。

“从 2015 年开始，建德当地跟我们协调放水
次数也逐渐增多。”电厂办公室主任余敬基说。

在建德，由于江水温度低，遇上相对较高
的气温后，清晨和傍晚会在江面上形成一缕若
有若无的白雾，行在江畔，江中凉风袭来，还有
烟雾缥缈，如梦如幻、宛若仙境，游客莫不称奇。

“白沙奇雾”的奇观需要下游有足够水量才
能形成。在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建德地方
和电厂的互动自然越来越频繁。据统计，建德市
2018 年接待游客 1117 万人次，首次突破“千
万”大关。

江岸与湖畔，正绿色转型

“新安江水电站给建德人民不仅带来了一
江碧水，对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是一种倒逼。

原来建德的八大行业，例如化工、建材水泥等都
在慢慢清退，化工企业从 200 多家减少到 15
家，保留的也必须达到最严格的环保标准，为的
就是保护这一江碧水，发展生态型产业。”到政
协工作前，吴铁民曾是建德主管工业的副市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农夫山泉有点
甜”的广告语全国闻名。1996 年 9 月，农夫山泉
公司在建德千岛湖畔注册成立，1997 年 4 月农
夫山泉全国第一家工厂在建德开机生产。迄今
为止，农夫山泉在建德总投资 30 亿元。

“农夫山泉的一个取水口就在我们大坝底
下。”电厂党委党建部主管吕志峰说。

2011 年青岛啤酒也在新安江畔建厂，“这
里水质清澈、水体纯净，是来自新安江水库 70
米深处的 17℃恒温生态水，无须处理即可达到
国家一级饮用水标准，这是我们选择这里的最
重要原因。”青岛啤酒(杭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冯
义祥说。

从刚成立年产量只有 1 . 3 万千升到 2018
年产量实现 9 . 07 万千升，2019 年有望达到 10
万千升，青岛啤酒(杭州)纳税额每年也在翻倍
增长，总额达 2 . 7 亿元。

目前，水产业已是建德市的支柱型产业之
一。2018 年，水产业税收占建德工业税收将近
15%，总税收 10%。

在建德这座水电之城，过去不少建德人羡
慕电厂职工待遇好。在采访中，有市民对记者
说：“这些年(建德)各行各业都起来了。我不像
以前那么羡慕了。”

项传发和程天纵的子女大多接父辈的班进
了厂，但家中第三代没有在电厂工作的了。

这或许也是新安江水电站值得记录的变化！
岁月倏然而过，新安江大坝依然巍峨矗立

在铜官峡口。步入新时代，新安江水电站必将继
续造福两浙大地，它象征的中国人民勤奋自立
的精神也将永远传承。

新中国首座“三自”水电站，从“发电坝”变“生态坝”

“三峡大坝试验田”的华丽转身



 







图 1：空中俯瞰新安江水电站。(7 月
25 日无人机拍摄)。

图 2：人们在新安江上参加游泳比赛。

图 3：工作人员在新安江水电站发电
机厂房巡检设备。

图 123：本报记者翁忻旸摄
图 4：周恩来总理莅临新安江水电站

工地视察。

图 5：由哈尔滨电机厂制造的国内首
台 7 . 25 万千瓦水力发电机组安装完成。

吊装第一台发电机转子。

图 6：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由上海
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完成，图为坝址区浙
江省建德县铜官峡。

图 456：新安江电厂供图

新安江水电站是新中国第一

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和自行施工

的大型水电站，被后来的人们誉为

“三峡大坝试验田”

如今新安江水电站成为浙江乃

至长三角防洪水、保供水的重要屏

障，造就了千岛湖的“天下第一秀

水”，沿江沿湖产业实现了绿色动能

转换——— 昔日雄伟的电力大坝，悄

然撑起了绿色发展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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