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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思源 感恩奋发

1998 年 10 月，风克干渠渠道高边坡段，
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挂网支护。

本报通讯员 陈晞 摄

攻坚克难的英雄传奇
首席记者 高宇飞
隔行如隔山。
让搞勘探开发的石油工人们去搞
水利工程，
现在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何
况还是国家大型重点水利工程。
20 年前，一项国家大型重点水
利工程就落到了克拉玛依油田石油
工人的肩上，其挑战之大、困难之多，
再乐观的人也难以等闲视之。
然而，在引水济克这项事关克
拉玛依市和油田生死存亡的千年大
计工程面前，老一辈克拉玛依人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
以刻在骨子里的伟大石油创业精神
为支撑，凭借宏伟的气魄、坚强的
意志，和其他参战单位一道，顽强
地挑起了这副千斤重担，征服了数
不清的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以血
泪和汗水筑就了一条生命之河，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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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

修渠，征服多如牛毛
的“拦路虎”
克拉玛依承担的西干渠项目，除
五座隧洞外，明渠全长 207 公里，施
工前的预计开挖土方量为 9000 万立
方米。
然而，由于工程的高标准，把看
似简单粗放、只要拼足力气便可大功
告成的土方工程上升到了整个渠道
生命基础的高度，使得施工过程不但
要拼足力气，更要精耕细作，来不得
半点马虎。比如，有一部分渠道，只
允许有万分之一高差，也就是说，每
100 米，只能有 1 厘米高差。
由新疆石油管理局采油二厂组
成的会战二团承担的 5000 米渠道，
一眼望去坦荡而又开阔。可是测量
数据一报，大家顿时傻眼了——
渠段走向的最洼处，竟低于渠底
70 公分。更为严峻的是，5000 米渠
道中填方段达到 4000 多米，这在整
条渠道的修筑中绝无仅有！
在水利工程中，填方和挖方是两
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填方，首先遇到的填方料的选
择。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符合标准
的砂石料却为数不多。为了找到标

准的砂石料，会战二团 30 多位工人
徒步于戈壁，一次又一次刨挖掘土，
最远徒步于 30 公里之外，进行含盐
量、砂土之比和碾压密实度试验。他
们在茫茫荒滩上，共挖砂石料坑 400
多个，试验 400 多次，料场最终确定
在距工地 11 公里之外的戈壁。
渠线上的各种难以用常规机械
搞定的砂丘、岩层等障碍物更是一个
接一个的“拦路虎”。
1997 年 7 月 15 日，由新疆石油管
理局钻井公司和第二运输公司组成
的会战五团的土方工程进入第三个
工作面。这个工作面长 1200 米，工
作面上横卧着一道高 19 米、宽 58 米、
长 400 米的砂丘，将增加土方量 70 多
万立方米，占会战五团总土方量的三
分之二。
攻克这座大面积的砂丘，他们
的战略战术是：集中优势兵力，全
面突破！砂丘的缓坡面中段，10 台
“120”推土机一字形列阵，由中段
突破，再向两端推进。砂丘被碾
碎、推平，被拱起堆积。尽管如
此，这一天会战五团却仅仅完成土
方量 2200 立方米。
推开地层断面，碰到了更为复
杂的黄沙、流沙、胶泥三叠地质
层。大家重新分析地形，调整了战
略战术，由两台推土机横向两侧推

进，两台推土机纵向深度推进，再
上两台推土机纵横交错向前推进。
操作手门从早上钻进驾驶室，一坐
就是 14 个小时。然而，仍旧完不成
日工作量。会战团团长、钻井公司
党委书记马国栋查看工程及渠段地
质状况，力主采取三班轮作制，“人
息车不停”，使土方完成量大幅度增
加。后来，这种方式在引水整个工
程中被广泛采用。
然而，砂丘的复杂程度远超想
象，采用这样的方法并不能保证对每
座砂丘都能奏效。
开工不久，由克拉玛依石化总厂
和油气储运公司组成的会战八团等
渠段接连告急。挖掘机掘至 1 米深
时，就相继与砂岩质沙丘和坚硬地质
层相遇。会战团倾尽全力却寸步难
行。经过慎重研究，引水工程指挥部
等单位决定实施爆破。
引水工程指挥部在成立之初，就
未雨绸缪地成立了由军分区官兵组
成的“爆破团”。
此次任务，军分区交给了爆破团
三 队 。 1997 年 7 月 5 日 ，接 到 了 命
令，爆破团三队火速赶往现场。他们
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爆破前的地勘
工作。首次试爆是 7 月 9 日上午 10
时。然而，
试爆却失败了。
为确保渠堤的稳固性，研究试爆

爆破必须在 3 天内完成。
通过计算，削平砂丘需要放 49
炮，全部设计为球形炮眼。炮眼犹
如一只只“葫芦”。每个“葫芦”设
计装药 90 公斤，考验技术，更考验
力量。
为了在两天内打出 49 个炮眼，
战士们每天凌晨 5 点上工地，直到夜
里 12 点。最后一个炮眼打完，已经
是第二天子夜时分。三吨多炸药，必
须在 12 小时内装入炮孔，而且摩擦、
明火都可能引起爆炸。但战士们将
生死置之度外。
1997 年 7 月 16 日 18 时，随着军
分区司令员稳健有力地按下大红色
的起爆旋钮，沉寂了 15 天的工地瞬
间地动山摇。坚硬的岩石裹挟着砂
土冲天而起，
弥漫着整个戈壁。
这是引水工程的第一爆，炸平
了砂丘，炸开了渠道，为工程打通
了通道！
后来，爆破团转战引水济克工程
的多个会战工地，成功实施控制爆炸
52 次，爆破土石方 11 万立方米。
修渠过程中问题和困难多如牛毛。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项目经理部
经理田泰兴把问题归纳为四点并提
出了解决意见：
一是流沙土质问题。解决方案
是“沙来兵挡”，大规模调集机械设
备，加快推、挖、运速度；
二是坚硬的砂岩问题。采取爆
破与“蚂蚁啃骨头”两种方法相结合
来应对，以加快工程进度；
三是回填碾压问题。为了确保
碾压质量，项目部建立工程所需的
“土工试验室”，就近普查料场，并
将获得的资料齐、全、准地写进设
计方案，提供给会战团的施工组织
人员；
四是山丘与洼地问题。修筑原
则是“逢山开道、遇壑架桥”。
这样准确的归纳和极具操作性
的难题解决方案，大大提高了土方工
程的进度，使得土方工程顺利按计划
完工。

时间又一次向解放军武警交通
二总队机械化工程总部挑战。裂缝
继续延伸，砂土散落的密度在增
大，随时塌方的危险容不得他们有
更多时间考虑、研究、讨论。他们
与工程总监理交换意见后，做出用
φ25 三角蛇形拱架替代型钢，及时
“顶网，超前铆焊，喷浇混凝土”的
防塌方案。
那是一场与塌方抢时间的战
斗。战士们在洞口迅速连续支护了
三个φ25 三角蛇形拱架，抢在塌方之
前稳定了洞口。
如果说一号隧洞征服松软砂岩、
贯通全洞的过程是一场艰难的战
役。那么，四号隧洞全线贯通中的冒
顶、塌方等更是险象环生。
一举拿下四号隧洞承建权的是
解放军武警水电部队，他们在 1997
年 5 月 30 日抵达克拉玛依。支队政
委张月贵是“隧洞专家”，他拿到施工
设计图后得出的结论是：洞距虽短，
地质条件却不容乐观。
开挖后发生的一次大冒顶和 40
余次大塌方即是明证。
1997 年 6 月 16 日破土开挖，首次
大面积塌方发生在 1998 年 2 月 6 日
午后 13 时——
洞深掘进到 63 米处，施工战士
发现作业面有细碎松软的砂土散
落。很快，洞顶塌下了大面积未凝结
的松散砂岩，
总长度 20 多米。
塌方段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
碍。张月贵向引水工程指挥部提出
建议，改原设计中的深挖 50 米、衬砌
50 米为深挖 5 米、衬砌 5 米的边衬砌
边开挖的方案。
这种衬砌法打乱了连续作业程

序，给施工带来很大困难，但却能托
住塌方，
减少损失。
西干渠项目经理部田泰兴和副
经理、总工程师郁新克经过慎重考
虑，当即决断实施张月贵的“防
塌”方案。经过施工验证，方案行
之有效。
1998 年 4 月 31 日，隧洞掘进至
400 米时，四号洞发生了隧洞作业中
最可怕的大冒顶。
瞬间，一道长 25 米、宽 13 米的松
软 砂 岩 从 洞 顶 轰 然 下 陷 ，深 达 6.5
米。官兵们昼夜奋战才得以成型的
隧洞顷刻间坍塌成一个巨大的深坑。
引滦入津隧洞工程中，部队也遇
到过松软砂岩。当时，国外工程技术
人员把这种地质层作为国际攻关项
目进行技术攻关，总结出了相应经
验。其中，拱架支撑和钢管棚顶、混
凝土浇筑法就有借鉴价值。
这种方法被称为“管棚灌浆”法，
需投资 850 万元，
施工风险大。
田泰兴和郁新克权衡后得出的
结论是：工期不等人，再大的风险
也要承担。尽管如此，投资仍然要
突破预算。
决断这个方案所需承担的风险
和压力绝不仅仅在于个人的荣辱。
要知道，1999 年渠道要全线贯通，
如果因四号洞阻滞，这个责任谁也无
法承担！
他们冒险决断实施方案的同
时，也向引水工程指挥部领导进行
了全面汇报，最终意见统一在“管
棚灌浆”上。
“管棚灌浆”法试验进行了四十
多天，
先后失败 8 次，
终于试验成功！
从试验成功到通过冒顶、塌方

掘隧，攻克国际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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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时，会战团技术人员要求，爆破
松动层不可超过渠底边坡设计深度
20 厘米。可是，试爆后经过测量，8
米深的渠道虽然达到了技术要求，3
米以上的砂岩却左右远离边坡 3 米，
形成了“下松上实”的状况。
爆破团战士们昼夜工作，重新测
量，计算数据，重新引爆，又一次失
败。第二次，
第三次，还是失败。
三次失败后，他们总结出原因：
一是对岩石抗力系数计算有误；二是
爆破布孔位置不当；三是装药方式不
准确。
战士们又制定了重新计算砂岩
抗力系数、改“直列布孔”为“菱形布
孔”、将线形炮孔下药扩为球形装药
的“第二方案”。
7 月 11 日下午，第二方案试爆在
八团工地的 30 米渠段进行。随着一
声沉闷的巨响，平地隆起一道 5 米多
高的石丘。清运土方后，经技术人员
测量，完全符合技术要求，第四次试
爆成功！
采集到各种爆破数据后，爆破
团三队开始了一场被称作“虎头”
的 砂 丘 征 服 战 。“ 虎 头 ” 长 60 多
米，高 4 米。按设计，干渠必须从
山头穿过。这样，平均 8 米深的渠
道要挖 12 米，14 米的渠宽度也变成
了 18 米，预计土方量 7000 立方米，

除了修渠，西干渠项目中的另一
个重任就是挖隧洞。
西干渠开挖以后，最令人担忧的
也正是五个分布在渠线上的隧洞。
可以说，隧洞工程是引水工程中
难度最大、危险最多、技术含量最高
的高难工程。
一号隧洞计划完成工期为 1999
年 7 月 1 日，由解放军武警交通二总
队机械化工程总部承担建设，1997
年 7 月 1 日开工。
在 300 米进口土方工程施工中，
战士们已经判断出继续掘进的土质
土层是“Ⅳ”类围岩、松质砂岩，承载
能力极差。因此，在开挖方式上，采
取短台阶、鼻梁式的常规作业法，避
免强震动引起土层裂变。
可是，土层裂变还是发生了。掘
进至 5 米深处时，洞脸左侧突然裂
开长 25 米，宽 5 厘米多的裂缝。几
乎就在同时，上拱与洞中夹角 40 度
位置又出现纵向裂缝，洞拱顶端 1
米以上也出现小裂缝，几乎贯穿左
侧。若裂变继续延伸，与左侧 2.5 米
宽的裂缝相接，那么，已经掘进 5
米的洞口必塌无疑。
裂缝内不时掉下砂土。唯一的
办法是用型钢支护，而且要抢时
间。可是工地距离克拉玛依市 300
多公里，又没有通讯网络，急需型
钢的信息难以在短时间内传递到工
程指挥部。

本报通讯员 陈晞 摄

1997 年 6 月，西干渠工程渠道土石方开挖大会战，施工人员正在打炮
眼准备实施爆破。

段，整整用了 8 个月。工程 3200 多万
立方米砂石全是战士们一锨一锨铲
出的，用于棚顶、拱顶的 767 吨钢材
全是战士们一肩一肩扛的。
后来，
“ 管棚灌浆”方案被称为
“开新疆隧洞工程制服松散砂岩塌方
之先河”。
实际上，因为地质条件复杂，
掘进过程中，洞洞有塌方，大小塌
方共发生了 200 余次。隧洞的每一
米掘进，都伴随着艰难和险情，每
一米掘进都预示着将要发生一场殊
死搏斗。
五座隧洞在 1999 年 9 月 30 日前
全部贯通，但是，谁能想象到施工
中的战士们面对了多少艰难？克服
了多少困难？经历了多少生与死的
考验？

决战，夺回被倒春寒
抢走的宝贵工期
1998 年 3 月，风克干渠工程全面
动工。工程地处克拉玛依辖区之内，
施工条件和施工环境比西干渠工程
略好。1998 年底，截至大雪封山之
前，风克干渠渠道全线成形及完成的
渠系建筑物，已占工程总量的 50%。
以工期、工程量以及人力衡量，这已
经是超负荷的工作量了。
然而，引水工程副总指挥王
荣、风克干渠项目经理巨生军深
知，这 50%并不能说明什么。留给
1999 年的 50%的工程量，才是真正
的难题，其难度远超 1998 年已经完
成的 50%。
1998 年，在完成土石方量的基
础上，只有 21 公里渠段完成了混凝
土衬砌。1999 年，渠道衬砌是重头
戏 ， 共 计 88 公 里 。 除 去 涵 洞 渡 槽
外，每公里需要浇筑混凝土 2200 立
方米。按照 1999 年 9 月 15 日具备通
水条件计算，每天须完成混凝土浇
筑量 2249 立方。全线需要 128 个作
业面，128 台混凝土搅拌机，2576
名施工人员。
同时，风克干渠还有渠系建筑
物二百余座，动土开挖的仅有 80%。
形势紧迫，任务繁重！
“工期不可改变、工程难度不可
改变、工程高质量不可改变”这三
个不可改变，成了压在参与“1999
决战之年”决战的每一个人身上的
千斤重担。
此外，由于种种原因，截至
1998 年年底，沿山而行的 20 公里标
段，原施工单位虽然干得很辛苦，
但也只完成了部分工作量，形成了
“卡脖子”态势。
这让项目经理部的领导如鲠在
喉，越来越坐不住，他们多次研究
方案，决定将疏通任务交给几个通
过前一段的实践证明有能力、有实
力的施工队伍。
对于引水工程的 1999 年来说，
每一天都是宝贵的。进入 3 月，气
温快速回升，室外春光明媚，似有
达到水利工程设定的可施工温度的
势头。
1999 年 3 月 13 日，引水工程指
挥部召开“开工动员大会”，拉开了
决战 1999 年的帷幕。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正当大家摩拳擦掌急切地盼望
着开工之时，3 月 19 日，一场西伯
利亚寒流突然入侵克拉玛依，一夜
之间，气温骤降至零下 15 摄氏度，
克拉玛依重新返冬。
预期的开工时间只有延后，并
且一推再推，似乎在有意磨炼大家
的耐性、考验大家的意志。
这场灾难性的倒春寒，整整持

A

续了一个月。
直到 4 月 15 日，气温才回升到
可以施工的温度。此时，工程已经
失去了整整 30 个宝贵的工作日。
不过，施工人员的士气并未因
倒春寒而低落。重新开工后，万事
俱备的施工队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动
了混凝土搅拌机。百里渠道上，成
千上万的施工人员一涌而上，蔚为
壮观。
克拉玛依人盼了几十年的水眼
看着就要来了，没有人、也没有任
何队伍甘于落后。
克拉玛依永升建筑安装公司先
后有 4 支队伍参加风克干渠土方、
混凝土衬砌及渠系建筑物工程。为
了保证工期，创建优质工程，仅水
利分公司的一个 8000 米渠段就调集
了一千余人。三号渡槽坚持冬季施
工，完成了推土模工程，1999 年 4
月一开工就进入排架混凝土现烧。
另两支队伍一进 5 月便疏通了 5000
米“卡脖子”工程。
新疆石油管理局油田经贸建安
公司承担着黄羊泉平角闸、百克水
渠分水闸、638 米 CID 抗浮渠段以
及 5000 米标段的渠道建设工程，任
务重，难度大。1998 年完成的任务
不足总量的 50%。1999 年前，为了
实现承诺工期，公司认真研究对
策，全力以赴保引水，调集精兵强
将同时开赴几个工地。仅仅两个月
时 间 ， 就 突 击 完 成 渠 道 衬 砌 2000
米，抗浮渠段的混凝土也进入尾声。
克拉玛依军分区充分发扬军队
的优良作风，士气高涨，全力推
进。6 月 18 日，就率先挂出渠段任
务全部贯通的红旗，这是风克干渠
第一家完成任务的单位。7 月 1 日，
军分区又发挥不怕牺牲、乐于奉献的
精神，转战新的施工段，赢得了各施
工队伍的交工称赞。
……
还有很多单位，无论遇到再大的
困难，大家都咬紧牙关坚持。再苦，
再累，再艰难，都要跨过这一关，谁也
不愿意成为耽搁工期拖后腿的那一
个。否则，
就是终生的耻辱！
大家都有一个强烈的心愿：如期
完成工程，让千里清流尽早流入油
城，向 30 多万克拉玛依父老乡亲交
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从短暂的春天，到酷热的夏天，
到多风的秋天，经过全体施工人员的
苦战、激战，风克干渠终于如期完工！

结语：
其实，以这样的篇幅，是不可
能全面描绘出引水工程中的难题。
我们所能展现的，仅仅是冰山
一角。
这 冰 山 一 角 ，虽 犹 如 管 中 窥
豹，但其过程的艰辛由此可见一
斑。我们只能以这种方式，向引水
工程所有攻坚克难的勇士们致敬！
也许，本来就没有人能统计得
出引水工程中遇到的难题到底有
多少。
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显得引水
工程的伟大，才显得建设者们的高
大，才显得引水的不易，才显得水
对这座城市是多么珍贵。
纪念历史，
是为了珍惜现在。
不忘过去，
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愿我们在享受现在美好生活
的同时，铭记所有为引水工程做过
贡献的人，并为创造更美好的克拉
玛依而奋斗！
（参考资料：李娟著《世纪宏愿》、
《克拉玛依引水备忘录》，在此对相关
作者及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