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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陕西同志，你们用事实 

证明我不是错的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魏剑宏 

 

感谢陕西同志，因为有了你们的不懈努力才有了引汉济渭的实施，

陕西同志用事实证明了我多年的付出不是错误的，主要工作是陕西做

的，真正的成绩属于陕西同志。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为了实现引

汉济渭而努力，我认为我们是战友、是同志。 

虽然我最早研究和提出了引汉济渭工程方案，但是最初由于主流专

家领导反对，我长期研究并与之争论，我既没有能力开展正式的前期工

作、也没有机会参加陕西工作。1992 年 4 月我印刷报告后，广送相关

部门，希望社会各界能够支持我的工作；陕西于 1993 年 5 月自行开展

了前期工作，陕西同志顶住了压力，集全省之力全力推动了工程的进展

和实施。主要的工作是陕西同志做的，真正的成绩和功劳属于陕西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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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们。 
 

 
 

引汉济渭概况 

 

引汉济渭工程预计总投资 420 亿元，目前建设过半，计划 2019 年

通水。 

陕西关中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水资源严重短缺。关中地区聚

集了陕西省 60％的人口、55％的耕地、75％的灌溉面积、70％左右的

经济总量，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 324立方米，不到全国人均占有量的

六分之一，而处于长江流域汉江、嘉陵江上游的陕南地区，却占去全省

水资源量的 71％。 

陕西省引汉济渭的实际运作是从 1993年开始的。2007年 6月陕西

引汉济渭工程协调领导小组成立。2008年 8月，陕西省政府第 23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引汉济渭工程筹融资方案。2009 年 7 月，引汉济渭

工程项目建议书审查意见报送国家发改委。2010 年 7 月，引汉济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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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移民安置工作全面启动。 

2011 年 7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关于陕西省引汉济渭

工程项目建议书》。 

2014 年 9 月，《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国家发

改委批复。 

2015 年 4 月，《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获水利部批

复。 

引汉济渭工程年调水量 15.5亿立方米，建成后可满足西安、咸阳、

渭南、杨凌四个重点城市及沿渭河两岸的 11 个县城和六个工业园区，

总计涉及约二千万人的生活及工业用水，将对缓解关中缺水、置换陕北

黄河用水指标、带动陕南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引汉济渭主体工程由黄金峡水库、三河口水库和秦岭隧道三部分组

成。以汉江干流、汉江支流子午河为水源，由全长 98.3 公里、设计流

量 70立方米每秒的秦岭隧洞输水至渭河支流。 

截至 2016年 7月底，秦岭隧洞累计完成掘进 85.5公里，其中主洞

59.1公里，占主洞长度的 60.1％；三河口水利枢纽截流，即将进入大坝

主体混凝土浇筑；黄金峡水利枢纽准备工程全面开工；输水工程勘探试

验洞开工建设。 

五位院士曾经这样评价：引汉济渭工程将会是给世界留下遗产的工

程，完全可以和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相媲美。 
 

引汉济渭是国家水资源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工程横贯秦岭，

跨越南北地理分界线，挑战了现有工程设计规范和施工难度极限，

是体现中华民族坚韧顽强民族性格的又一重要标志。 

—《引汉济渭工程在国家水资源战略布局中的作用》 

王浩，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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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善治秦者先治水，在历史长河中创造过不少杰作。

今天，在新的形势下实施的引汉济渭工程，必将成为陕西现代水利

建设的一大杰作，应给予十分的关爱和培育。 

—《引汉济渭是陕西当代水利建设的一项杰作》 

李佩成，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的迅速

增长，水工隧洞建设取得了巨大发展，目前仅陕西省，在建水工隧

洞长度达 205 公里，引汉济渭秦岭隧洞最大埋深 2012 米，埋深一千

米以上的段落长达 30 多公里，工程规模及难度世界瞩目。 

—《引汉济渭埋深超长引水隧洞应注意的关键技术问题》 

梁文灏，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引汉济渭工程是一项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工程，也是一项系统性

的跨流域调水工程。确定调水规模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隧洞施工

难度世界数一数二，环境移民压力相对较大，另外，工程调度也是

一大难题。 

—《引汉济渭是一项系统性跨流域水资源配置工程》 

董安建，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原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那一年我 23岁…… 

 

记得在郑州第一中学上学时，看到一篇描写西北缺水的文章，缺水

农民的困境触动了我，心想或许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在河海大学学习期

间开始尝试研究南海造陆、南水北调等。考虑到西线调水投资大、工程

艰巨，考虑由下游低成本、低难度调入水量，通过“上水上用、水权转

换”增加上游供水，实现下游调水上游用，初步形成了“引嘉陵江引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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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渭工程方案”。 

方案形成后，我也曾多次写文章试图投稿，由于主流专家领导反对，

文章不能公开发表。1992 年找到父亲的老朋友《人民黄河》的总编，

但没有通过技术审查；1999 年托一个负责黄河出版工作的领导，最后

答复不好登；2001 年最后一次投稿，托朋友请张光斗院士审查推荐，

老人家认为方案还是有价值的，但不宜刊登，建议找负责部门以及负责

南水北调方案论证的潘家铮院士联系一下。 

1992 年文章刊登不出的情况下，母亲帮我找到一个小的私人印刷

所，那个时候还没有激光照排，铅字排版，铅字是老板从国营印刷厂一

个一个搞出来。开始说印二百本，二块一本，共四百块，后来老板说排

版太难了，印多了便宜，就加印到四百本，但是私人老板又说要八百块，

扯来扯去，最后六百块结账，约花去我这个实习生将近半年的工资。 

“嘉汉入渭”包括引汉济渭、引嘉入汉、嘉陵江支流白龙江调水等

三部分，其中引汉济渭是第一期工程。1992 年报告主要包括了以下几

个内容： 

（1）提出了“嘉汉济渭工程”基本方案，初步完成引水坝址选择、

库容量算、水文分析、调水运用调节、自流和抽水比选、工程布置、工

程量计算、投资计算和效益分析等工作。其中，汉江引水坝址选择子午

河口下游渭门，坝高 85米，库容 12.3亿立方米。 

引水线路。由嘉陵江支流白龙江碧口以下自流至嘉陵江略阳河段；

然后自流至汉江；再由汉江黄金峡经长隧洞自流入渭河。其中引汉济渭

为第一期工程，由黄金峡隧洞引水。 

调水量。“嘉汉济渭”各坝址年径流总量约 230亿立方米，其中一

期引汉济渭，初步研究提出年调水 67~83亿立方米，推荐方案调水 75.1

亿立方米，后续研究逐步调整为年调水 40 亿立方米，约占石泉水库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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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的 35％。 

1992年报告的资料基础，图纸采用 1比 10万地形图，水文资料采

用 17年系列年。 

（2）提出了基于外调水量的黄河水“高水高用”与水量置换的水

资源优化配置方法，通过适当增加上游分配水量，由下游低成本调入水

量补充，通过“水权置换”增加上游用水，实现“下游调水上游用”的

目的，部分替代难度大成本高的上游西线调水。这也就是今天陕西省“引

汉济渭”入渭河后，在上游供水陕北延安、榆林等地“水量置换”供水

逻辑的来源。 

印完《南水北调设想 — 嘉、汉入渭以济陕甘诸省》报告后，利用

各种方式传播，到北京拜访国家计委、水利部有关领导专家送材料，或

邮寄陕西省、甘肃省、西安市等沿黄各省市政府各部门以及科研院

所……。那一年，我 23岁…… 

此后长期研究和争论，比如 1992年 8月、1998年、2002年、2008

年又多次在学术会议上撰文。其中，2008 年在第十届中国科协年会撰

文《嘉汉入渭输沙入海从规律上解决黄河泥沙堆积性环境风险》，形成

最终的“引汉济渭”工程方案。个人意见为：汉江干流渭门坝址坝高

85米，年引汉 40亿立方米，约占石泉水库来水量的 35％，经黄金峡一

百公里隧洞自流引水入西安附近。 

 

长期的争论、沟通和理解 

 

印完《嘉、汉入渭以济陕甘诸省》报告后，利用各种方式传播，背

个军用背包跑到北京国家计委、水利部等部门送材料，或邮寄陕西、甘

肃、西安、山西沿黄各省政府、计委、水利部门、科研院所，每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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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都寄上几本。 

1、父亲有个老同学，长期任国家国土规划局长并兼任国家计委国

土司司长，主要负责国家的国土规划和开发工作，我多次赴国家计委送

材料。后来，他打电话给父亲说，在一个会议上，他说有个小同志提出

了个新方案，他专门表扬了。 

2、我一个朋友的父亲，时任水利部总工程师负责水利部的技术工

作，并兼任部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我多次到他家里推销方案。有一次

朋友不在，老两口很热情弄了几个小菜，老人家不喝酒，我两瓶啤酒下

肚后大谈调水。现在想起来，感到前辈是那样的宽容，而自己当时非常

的不懂事。年轻人无畏啊。 

3、在水利部的传达室，每个信箱都塞上两本，重要的部门，比如

规划计划、南水北调办上门面送，利用各种机会向各级领导专家汇报。

有个师兄时任钱副主席秘书，托他转发材料。后来接触少了，听说后来

他长期任甘肃省陇南市委书记，陇南市位于嘉汉济渭三期涉及的白龙江

流域。 

4、黄河水利委员会内部送材料方便，直接送。1992年时任黄委会

设计院规划处长是父亲的老同事，很支持，他很快就退休了；李国英当

时是规划处副处长，后任处长（长期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现任安徽

省副书记、省长），听说我自费印报告后，他找到我说：这是公事不能

让你自己花钱，提出给我报销。种种原因吧，也没有报销成，还是很感

谢他，很快李国英升任水利部副总工程师。 

5、刚工作时半年多没有位置，最初我和两位退休返聘的老同事三

人在南水北调西线项目一楼的储藏室一起办公，齐宝庆先生是搞地质

的，校对地质图纸很认真，庞鲤变先生是国民党时期黄河水利委员会的

技术人员，老干部。十多年后，80~90岁高龄的庞工终于光荣的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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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一生的愿望。很钦佩他的执着，我虽然在郑州第

一中学就是团支部书记，但不热衷政治，没有考虑过入党。两位老先生

给我不少帮助，记得庞工有个手动机械面积测量仪，老古董了，正好借

来用，晚上自己一个人，借着昏暗灯光量算库容曲线，虽然老仪器很不

准确，也帮了很大的忙。 

6、1993年已退休的原河南黄河河务局总工程师程致道老先生到办

公室来，听庞鲤变老先生介绍后，对我说，走，我带你找吴总（时任黄

委会总工程师），我担心他是大领导很忙，他说：啥领导，老同事了，

我还领导过他呢。到了吴总那里，说：这是老魏的儿子，做了个很好的

方案……。吴总十分重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他可能误解引汉济渭会影

响到西线调水吧。 

7、吴总和我父亲也是老同事老朋友，多年以来，他对我很关心和

照顾。晚年他身患重病，去世前几天，他一个人站在黄河设计公司楼下，

全身皮肤紫色，很瘦，戴着白线手套，看见他我走上去，我们长时间握

了手，彼此望着，没有说太多的话，但握了很久，我非常能够理解和尊

重他，相信他也同样理解我。他去世后去的人很多，挽联也很多，我忙

了一个下午帮着抄写了挽联，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感谢一路上遇到过的所有的人！ 

 

多余的话 

 

今天，引汉济渭建设了，水利部支持了，黄委也不反对了。那么工

程实施了就代表着一定完全正确合理嘛？我看现在还很难简单地下结

论，还需要历史来检验。 

但有一点看的很清楚，如果说我 20 年的人生如同走过了一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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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房的监狱的话，那么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没有绝对不变的

事物，人都是有思想的，人的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人都是可以沟通的，

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思想不同，观点不同，在经历了充分的沟通和理解

之后，事物总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变化，时间与磨难终会成为人们思想接

近的润滑剂。 

社会与事物的发展，真正的决定力量不是争斗，更不是你死我活，

真正推动社会与事物进步的是思想的传播、沟通与彼此的理解。这或许

是我认识上的最大的收获。 

多年以来，我的方案或观点与领导、同事、朋友这些身边的人有很

大的不同，简单地讲是个别人与多数人的争论，因此最初主流专家领导

反对“引汉济渭”，以致文章不能登出来。90 年代有领导说，你水平

高，你是温善章第二；21 世纪初又有人说，你是大专家，小黄万里。

我明白，我已经成为另类，孤家寡人一个了。我的目标是建设性地努力

去做一件对的事，而不是用一生去反对。虽然被边缘化，我认为对，长

期的争论。 

今天，我反而理解他们，虽然我被边缘化，但并没有人真正整过我。

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个人的方案与观点与主流领导专家不同，所以发生

在我身上的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我所在的单位也有不妥之处，但

总体上这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而非单位一家。在我不顾及领导的观点意

见，动用我个人的关系去推动宣传引汉济渭的时候，并没有人直接干预

过我，我甚至觉得应该感谢单位。 

客观实际地说，正是因为我个人的方案与观点与主流领导专家不

同，我所在的单位黄河设计公司因为反对，并没有直接采用我提出的方

案。真正采纳、使用我的方案的是陕西引汉公司，当然，我希望有人采

纳和使用，就如同一个写书的，总是希望有人买走他写的书，被人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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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好。 

20 多年过去了，十分遗憾。陕西引汉公司没有联系过我，没有人

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没有邀请我参加过一次会议，我没有机会参与任何

工作，甚至没有机会去看一看。 

二千多年前，一个叫郑国的郑州人奉命来到秦国行“疲秦之计”，

始皇帝胸怀广大，竟委以重任，郑国终于建成了大渠，助秦强大。 

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作者竟发现自己也是一个郑州人，历史是被特

意安排过？两个郑州人的境遇，如此相似与不相似。 

2017 年是中国的知识产权年，尊重知识、保护知识，在全国已形

成共识，在过去的一年里，国家十多次出台政策文件强调要“严格保护

知识产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实属罕见。相信在过去的时间里，

由于种种原因可能造成了疏忽，但是陕西省引汉济渭公司是引汉工程的

法人，是直接的受益人，在你们实施的过程中，当你们拆迁一栋民宅时

尚且知道应该给予补偿，那么你们采用了别人的知识劳动成果时，你不

知道应该付费嘛？相信历史总是公平公正的。 

多年以来，深感国家需要，我又着手“东水西调”引水入新疆的研

究，感谢新疆的同志主动联系我，我们有很好的沟通。又一场争论，人

生或许就是这样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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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南水北调设想 — 嘉、汉入渭以济陕甘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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