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葆初心    方能走向未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从建党95周年讲话中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

南湖红船，充分体现了一个政党永葆初心、继续奋斗的政治本色。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历史最终选择了

中国共产党。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制定了通过社会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

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中共一大纲领记载的内容，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个新生政党的初心和使命，

这是甫一亮相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庄严宣誓。中国共产党96年的发展史，正应了那句

话：作始也简，将毕也巨。96年的奋斗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兑现承诺、实现阶级解放和民

族复兴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党面临的形势及任务不断变化，但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仰从未改变，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96年

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国

共产党始终初心不改、矢志不渝。

要永葆初心，就要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壮志；就要有“试问南北

各派政党，哪一派免了鼠窃狗偷，哪一派有改造中国的诚意及能力？”的磅礴气势；就要有埋头

苦干、勇于创新、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敢于担当、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就要有“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为民情怀。

唯有不忘初心，方能走向未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8900多万名党员的最大政党，人民有

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力量。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来凝

聚全党力量，进而引领和带动全体中国人民朝着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行，是实现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最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

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

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从政治学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要完成这

两大革命，党还要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中国

共产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自我革命的历史，是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和不断自我提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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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九大报告，

你必须知道的“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伟大斗争，伟大工

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十九大报告中出现

的不少“关键词”，展示了新理念、新观点，给予了重大时代课题明确的回答，在理

论上拓展了新境界、在实践上作出了新部署。

政策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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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

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

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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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

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

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

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政策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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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个“明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
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
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
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1

2

3

4

5

6

7

8

政策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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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全党要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

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一 八

二 九

三 十

四 十一

五 十二

六 十三

七 十四

政策政务



水科之声 2017 NO.6  总第121期

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战略安排】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

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第
一
个
阶
段

第
二
个
阶
段

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

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

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政策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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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努力创建世界一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文 ◎ 匡尚富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盛会。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报告，是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

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十九大确立的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

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作为科研单位基层党组织，一定要全面系统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点要全面深刻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

实质和丰富内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十九大报告精辟概括的“八个

明确”深刻内涵和“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之

中，关键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落实到指导我们各项工作中来，切实加强创

新能力建设，努力创建世界一流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出一流人才、创一流学科、建一流平

台、强一流管理、获一流成果、得一流效益”，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

有的贡献。

一、贯彻落实新思想新战略，明确我院发展目标

总书记在报告中展望的2035、2050宏伟蓝图鼓舞

人心、催人奋进。新时代提出了新要求，按照党的

十九大新精神，明确我院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

是：到2020年进入世界一流科研院的行列，到2035年

进入世界一流科研院的前列，到2050年成为引领世界

水利水电科技的排头兵。

“院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了需要实现的“六个

一”标志性指标、10项约束性指标和14项一般性指

标。其中“六个一”标志性指标分别是：新增一位院

士，新增一位国际组织主席，新建一个国际一流的实

验室，新增一个国家级工程中心，新建一个高效、

快捷、方便的网络平台体系，新增一项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当前，我们要以实现“六个一”标志性

目标为重点，细化各项发展指标和完成时限，把院

“十三五”发展规划任务分解到相关单位，切实抓好

规划的引领和落实。

二、实施人才强院战略，建设一流人才队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

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同时要求培养造就一大

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

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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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驱动，把好选人用人关口，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

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是创新活力之所在，也是科

技发展希望之所在。

一是实施 “五大人才”计划。推进人才强院战

略，采取培养与引进并举，抓两头、促中坚，实施“五

大人才”计划，切实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一要实

施创新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大力培养创新领军人才和

培育院级创新团队，遴选10名领军人才和十个创新团

队，重点支持，加大培养、培育力度；二要实施“三型

人才”培育计划，大力培养青年科技骨干，遴选“基础

研究型、关键技术研发型、产品开发型”青年科技骨干

人才各10名，重点支持，加强培养；三要实施国际复

合型人才培养计划，大力培养精通外语、业务精湛、熟

悉国际规则的复合型人才，遴选10名国际复合型人才

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组织和50名青年科技人才积极参加国

际学术交流和短期培训；四要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

划，大力引进国内外高层次紧缺人才；五要实施新人助

推计划，大力支持新进院科技人员静心思考、找好方

向、找准定位，促进成长成才。

二是加强干部队伍和经营管理队伍建设。十九大

报告指出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一要突出政

治标准，选优配强所、处（中心）和企业的领导班

子；二要注重领导干部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的培养，

提高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

的能力；三要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

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四要坚持严管和

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确保干部队伍的廉洁性

和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三是完善人才制度体系。进一步建立完善吸引、

选拔、培养、留住、用好人才的制度体系，建立一支

结构科学合理、专业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精干高效

的科研和管理队伍。一要以“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

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

线决策权”试点工作为契机，建立机构和领导人员的

目标责任制、改革干部人事管理方式、创新收入分配

方式、赋予领军人才以更大自主权；二要研究制定出

台所处领导干部任期制，增强干部队伍的活力；三要

修订高层次人才引进、职称评聘、岗位管理的有关规

定，确保高层次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四要

制定支持和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等相关制度办

法，发挥好水利科技人才高地的引领示范作用。

三、培育一流学科，强化“三大类”研究

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我们要贯彻落实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研究院。做国家可靠

的科技战略支撑力量，就必须首先建设在国际上有较

大影响力的高水平学科体系，找准科技创新突破方

向，出一流成果。我院在未来发展中，将强化学科引

领创新，以国际一流学科前沿为牵引、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为导向，突出重点学科，巩固优势学科、发展交

叉学科、培育新兴学科，强化“三大类”研究。力

争到2020年，新增2-3个学科达到国际领先或先进水

平，推动一批学科和专业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一是建立健全学科体系。一要突出重点学科，突

出水资源、水环境、防洪减灾、泥沙、农村水利、牧

区水利等重点学科的发展建设；二要巩固优势学科，

继续巩固和保持水力学、结构材料、抗震、岩土、自

动化、机电、监测等优势学科的发展建设；三要发展

交叉学科，大力发展水利遥感、信息技术等交叉学科

的发展，推进水利水电学科与经济、社会、人文学科

的交叉发展，要进一步加大智能水网工程的研究开发

力度，全面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无人

机、人工智能、遥感卫星等现代高科技，为建设智慧

水利提供支持；四要培育新兴学科，积极培育和发展

水生态、水土保持、水文化、新能源等新兴学科。

二是强化“三大类”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

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

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

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这一系列论述，为

我院研究攻关指明了方向。我院将集中力量开展三大

类重点项目研究。一要加强前瞻性及基础性问题研

究，注重理念超前、理论超前、方法超前等“三个超

前”，提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二要加强关键技术问

题攻关，注重与国际前沿相结合、与国内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相结合、与生产工程实际相结合等“三个结

合”，着力突破制约水利水电发展的重大科技瓶颈、

关键技术难题；三要加强实用性产品研发，注重在技

术上有突破、提高生产效率上有突破、增长经济效益

上有突破等“三个突破”，研发出更多具有广泛的推

广应用价值的系统和产品。

三是多出高质量的科技成果。通过强化应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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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突破，力争在水资源合理配置与

节约保护、供水安全、防洪抗旱减灾、江河治理特别

是泥沙研究、水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提出更多引领性

创新成果，在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抗震、岩土、结构与

运行管理等方面攻克关键性技术难题，从“追逐者”

变成“引领者”，为国家、行业和社会提供更加有力

的科技供给与服务。

四、改善科研创新条件，打造一流科技创新平台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把握水利改革发展思

路和重点任务对水利科技的新要求、新目标、新任

务、新举措，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支撑重大科技突

破为目标，遵循“整体布局、分步实施、先进实用、

共建共享”的总体方针，优化整合科研条件建设布

局，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实验室体系和研究机构体系

建设，全面提升科研平台建设水平和运行效率。  

一是建设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平台。瞄准国家目标

和紧迫战略需求的重大领域，依托最有优势的创新单

元，整合创新资源，建立目标导向、绩效管理、协同

攻关、开放共享的新型运行机制，在已有平台的基础

上重点推进国家实验室、国家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国家水工程抗震与应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申报工作。

二是建设先进的试验平台。实行新建与提升并

重，全面梳理全院试验平台现状，对接学科建设需

求，以新建国际一流大型土工离心机实验平台、大型

振动台、防洪抗旱减灾试验厅以及综合力学大厅全面

启用等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国家级、部级、院级三个

层次的实验室平台体系，为加快科技创新提供更好的

条件保障。

三是建立完善平台共享和高效利用的体制和机

制。要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和办法，逐步实

现两个转变，即由“自建、自管、自用”逐步向“共

建、共管、共用”转变，由“无序建设、分散布置、

重建轻管”逐步向“统一规划、整体布局、建管并

重”转变，加大平台资源的共享力度，提高平台资源

的使用效率。

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一流管理促一流效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只有

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两个轮子协

调运转，才能把创新驱动的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作

为科研创新主体的科研院，我们更要主动思考、主动

作为、主动改革，及时把握当前新形势、新变化，吃

透中央新政策、新要求，特别是要将中央各项新精神

和“放管服”新政策用好用活、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放管服”是一个有机整体，有破有立，有减有

加，相辅相成。全院通过加大“放”的力度，强化

“管”的能力，提升“服”的水平，全面深化科技领

域“放管服”改革。

一是在“放”上做减法。一要进一步落实公益性

科研院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新政策。根据财政部《中

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

法》，出台《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及经费实施细

则》，减少相关审批环节，容许科研试错，保障科研

人员安心大胆创新。二要落实科研经费管理新政策。

进一步下放预算调剂、间接费用统筹使用、结余资金

使用等权限，放宽会议费、差旅费、劳务费管理等部

分条件，优化进口仪器设备采购服务，落实自有资金

建设项目自主审批立项。三要落实科研绩效分配新制

度。分配权由院里统筹下放至各研究所，科研绩效年

度分配尽可能向科研一线人员倾斜，院负责总额控制

和“限高托低”总原则审核，具体分配方案由各研究

所结合实际自行调整。四要落实科研人员出国交流新

政策。根据中办《关于加强和改进教学科研人员因公

临时出国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制定《关于加强和

改进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的实施细则》，

重点放宽对科研人员临时出国学术交流的限制和条

件。五要落实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新政策。根据水利部

《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

实施意见》，举办事业单位技术人员创新创业专题讲

座，准确把握政策导向，研究起草我院支持和鼓励专

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具体办法，赋予科研人员更大

的创新创业自主权。目前，已有1名高级专业技术人

员按照政策离岗创业。

二是在“管”上重规律。一要遵循科研创新规

律，强化分类指导。前瞻性及基础性问题研究，强调

理念、理论、方法“三个超前”；关键技术难题攻

关，强调与国际前沿、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生产

工程实际“三个结合”；实用性产品研发，强调在技

术上、提高生产效率上、增长经济效益上有“三个突

破”。二要突出重点支持，推进人才战略。采取抓

十九大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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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促中坚，实施“五大人才”计划 ，推进新人助

推、“三型人才”、国际复合型人才、高层次人才、

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计划，探索实行以3年为中

期、5年为周期的“三型人才”分类评价方式。三要

优化学科建设，加强机构调整。机构调整与学科建设

紧密结合，完成结构研究所和水电中心合并，促进传

统工程结构学科与生态环境学科深度融合、创新发

展。水资源、水利、水环境等研究所，不断拓展新的

研究方向，促进优势学科和传统学科创新发展。四要

重点明确全院各类会议及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加强

院党委领导和院纪委监督，廉政风险防控手册重点针

对新的科技管理流程和特点，加强风险防控，确保各

项新政策在我院接得住、管得好、不出事。

三是在“服”上做加法。一要为科研人员配备财

务助理。以解决科研一线人员不擅长不熟悉财务问题

为重点，院属35个单位配备61名科研财务助理，由

院集中培训、专项指导，形成财务助理对科研项目的

财务全过程辅助模式，助力一线科研人员全身心投入

科研创新工作。二要提高服务效率。以解决科研项目

审批时间长、经费报销难等问题为重点，提供更多便

捷服务。项目和经费管理优化管理程序，减少审批流

程，财务报销实行网上审签、窗口受理与网上转账支

付等便捷方式，避免等候，提高效率。三要实施信息

公开。以解决科研一线人员不了解不掌握情况为重

点，在网上实行信息公开公示，引导、方便一线科研

人员动态查询科研项目进展、经费支出情况等，目前

已累计公示了52个项目。当前综合办公平台（一期）

建设工作全面启动，通过增强各业务管理模块之间的

协同推进和数据共享，确保互联互通、及时便捷。   

我们将继续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尊重科研人员，

围绕水利科技创新链中存在的难点和重点，解问题、

搭平台、促融合，把科研“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

完善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推动

新时代水利科技发展新腾飞。

六、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提升中国水利科技国际

影响力

习总书记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

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自主创新

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单打独斗，不是排斥学习先进，

不是把自己封闭于世界之外”。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水

利水电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不断提升中国水利水电

科技的国际影响力。

一是稳步推进合作交流机制。要进一步实施“请

进来、走出去”战略，稳步推进和开拓与国际组织、

科研机构、知名大学和企业建立相对稳定的科技合作

伙伴关系和渠道，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为水利科技创

新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积极搭建合作交流平台。主办和承办各种国

际学术交流会议和高端论坛，积极参加国际重大水事活

动，举办国际涉水技术培训班，宣传中国的治水理念和

科技成果，促进中国水利走向世界，提升国际影响力。

三是发挥国际组织纽带作用。截至目前，我院是

9个大型涉水国际组织总部或者中国委员会秘书处的

挂靠单位，是世界水理事会（WWC）和亚洲水理事会

（AWC）的机构会员，有10余位资深专家担任名誉主

席、副主席、董事、理事、秘书长和分会主席等职

务。要不断加强秘书处能力建设，有效发挥国际组织

十九大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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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复合人才培养、国际水事参与度、国际学科建

设等方面的平台桥梁作用，不断提升我国国际涉水事

务话语权和主导权。

四是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积极承担科技部

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外专局、亚专资、东盟海上基

金、澜湄基金、中欧水资源平台计划、欧盟等国际项

目；主动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利水电建设中

的科技咨询和技术服务工作，积极参加跨界河流联委

会机制下专家磋商和联合活动，开展跨界河流合作，

为水利外交提供科技支撑。

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改善职

工的生活工作条件

习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就水科院来说，依然存在很多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如还存在职工收入差距大和院属单位

间的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存在着年轻职工住宅难、

停车难和用餐难等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因此，我们要

不断深化改革、真抓实干，大力推进青年职工公寓、

立体停车场以及职工餐饮服务中心的建设，确实解决

好职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职工办好事解难事。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认

真学习宣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

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进一步解放思想，齐心协力，勇挑重担，勇攀

高峰，努力创建世界一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为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贡献力量。

（作者为中国水科院院长）   

编辑：陈燕

十九大专栏



15

水科之声 2017 NO.6  总第121期

十九大专栏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肩负起水利水电科技创新的使命担当

文 ◎ 曾大林

党的十九大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大会，都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大会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了全面部

署，是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

和行动纲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所作报告博大

精深、气势磅礴，“底气”足，接“地气”，“自

信”和“担当”满满，方向、目标、任务明确，振

奋人心、催人奋进。五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不懈奋斗，真抓实干，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

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党的面貌、国家

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

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

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

展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优越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以真正发挥，这在人

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所以，深入学习领

会党的十九的精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

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任务上

来，履职尽责，完善落实相关部署，扎实做好各项

工作，十分必要。

一、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要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学习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一步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的重大意义和重大贡献，

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

求、新任务。最核心的是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5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和发生历史性变革；深刻领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重

大论断；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深刻

理解习近平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

领袖，提高认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

个自信”。重点在三个方面的认识有所深化和提升：

一是确定了方位，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

发展进程加快，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党和国家事业发

生历史性变革，已经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

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二是抓住了现实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的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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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当今世界和

当代中国发展大势，针对现实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采

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对策，有力推进了党和国家事业

的全方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物质文化生活

极大丰富，这个时候，提出社会矛盾主要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的论断，是关系全局发展的重要思想和判断，即符合

实际，又需要勇气和魄力，将对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

工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三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新

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奋斗，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实现了深层次、根

本性变革，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

活力，开辟了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拓展了发展中国

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

择，为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了

新的内涵。

二、准确把握新时代对科技创新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

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

重大突破”，要有重点地加强基础研究，提出要“加

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

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

性技术创新”。提出要建设“科技强国”，强调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提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

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

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为新时代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指明了方向。水科院干部职工必须

增强使命意识、担当意识和危机意识，抢抓机遇、

乘势而上，按照“到2020年进入世界一流科研院的行

列，到2035年进入世界一流科研院的前列，到2050年

成为引领世界水利水电科技的排头兵”的总体发展目

标，一是加大水利科技创新力度，全面落实和扎实推

进我院“十三五”发展规划，聚焦前瞻性及基础性问

题研究、关键技术问题攻关和实用性产品研发，持续

推进协同创新行动，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效率，深化科

十九大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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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体制改革，落实“放管服”工作，调动科研人员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原创成果上取得重大突

破，不断增强我院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二是大力实施

人才兴院战略，全面推进我院“五大人才”发展计

划，改革人才管理体制、完善人才培养开发机制、改

进和完善评价考核机制、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和完善人

才交流合作机制，把广大科研人员凝聚到建设世界一

流科研院目标中来，融入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奋斗中来。

三、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十九报告强调，要“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我院要以十九大精神为纲

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要加强思想建设，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严肃规范党内生活，规范“三会一

课”，夯实组织基础；要加强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服

务科研的能力和水平；要加强纪律建设，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驰而不息纠正“四风”，使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落地生根；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强化“两个责

任”，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加强日常

督导和检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着力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和创新生态，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强有力的

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我们将更加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面向世界

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需求，锐意进

取、攻坚克难、勇攀高峰，奋力加快水利水电科技创

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水科院党委书记）

编辑：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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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及推进科技体制

改革的思考

科技创新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引领和支撑，处于国家发展战略

的核心位置。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胜阶段，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新

常态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键历史进程中，从党中央治国理政高度

深刻认识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历

史机遇和使命，对我国进一步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从治国理政高度认识科技创新的时代

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立足对中国国情“三个没有变”的深

刻认识，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出

了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

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根本

目标，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

道路，以“四个全面”为战略支撑，以“五大

发展理念”为理念指引，强调经济建设和发展

生产力的中心任务，强调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

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中国历史上曾经是世界强国，但近现

代科技革命均发生在西方世界而非古代科学技

术遥遥领先的中国，“李约瑟之问”值得反

思。从18世纪70年代蒸汽机的出现，到19世纪

末20世纪初的电力发明，再到20世纪中期以后

原子能、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三次科技革命

都以生产力的巨变极大改变了世界和人类的生

产生活关系。而那时的中国，却由于封建统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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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腐败无能，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掠夺，痛

失了与世界同进步的历史机遇。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

力，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现的跨越式发展，中国

创造了令世人称赞的奇迹。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

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

和信心。这样的重要历史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抓住，

决不能再次失之交臂。

中国梦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

革命历史，就是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

史，特别是改革开放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伟大成就。当今世界，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发

达国家先发优势明显。相较而言，我国经历了改革开

放的高速、压缩式发展，在取得经济社会建设举世瞩

目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面

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中国共产党能否带领人民全

面深化改革，实现强国富民中国梦的发展目标，事关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发展方向。

党中央将创新引领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明确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未来的发展要靠科技创新驱

动，而不是传统的劳动力以及资源能源驱动；二是创

新的目的是为了驱动发展，而不是为了发表高水平论

文。因此，科技创新既是一项经济任务，也是一项政

治任务，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更面临艰巨的时代

挑战。科技创新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具有重要战略地

位。

二、从全球视野把握科技创新的普遍规律

习总书记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

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最为

紧迫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

伐，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

碍。而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进一

步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这一论述高

度凝练并清晰阐明了创新驱动、科技创新、科技体制

改革的内在逻辑。

为探讨科技创新活动与科技体制供给关系中的一

些共性特征，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国际科技中心路径

和诺贝尔获奖科技成果的讨论，分析其中规律。

1.世界科技中心转移路径与科技创新

世界科技中心作为科技创新和进步的核心区域，

与国家崛起和富强有着紧密联系，特别是工业革命之

后的历史时期，科技力量在一国发展中开始起决定性

作用。17-18世纪前后的英国，随着1624年第一部

专利法的实施，英国率先开始了第一次科技革命，以

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极大提高了社会生

产力，成为世界第一个科技中心，同时产生了牛顿等

许多世界科学家，并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进

入19世纪，德国接力第二次科技革命，得益于政府

高度重视依靠科技进步振兴产业，率先建立了将研究

和教育相结合的近代大学制度，此举创新使德国一跃

成为欧洲头号世界工业强国。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

纪初，在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其科技进步和发明

转化步伐加快，逐步赶上并最终取代英德成为新的世

界科技前沿，其创新的政策做法包括设立国家研究体

系（大学、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等），鼓励创立工

业化技术学院，鼓励企业与研究机构的深度融合等，

从而培养了大批本土科技人才，并吸引了大批欧洲的

科学家。

上述分析可见，世界主要强国在近现代的历史发

展，主要取决于科技进步的速度和持续创新能力。历

史事实证明，科技创新是推动国家经济高速持续增长

的引擎。

2.诺贝尔获奖科技成果与科技创新

为探讨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性科技创新活动中的

共性规律，路甬祥以历经百年历史的诺贝尔自然科学

奖为例，统计分析有关获奖成果的时间、获奖人、所

在国家和机构的相关条件和特点，总结出如下规律:

（1）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主要集中在美、德、英、法

等经济科技及教育水平发达的国家，创新成果与科技

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2）不同时段的获奖国别与

科技中心的转移紧密关联，科技中心国家引领获奖成

果数量；（3）中青年始终是取得创新成果的峰值年

龄，高峰值在30-40岁之间；（4）良好的创新氛围

和平台是科技创新成果的温床；（5）创新思想和战

略比经费和设备更具决定性意义。上述以一个国际科

技奖项为样本的分析有其相应局限，但基本结论与科

技实践的定性认识一致，一定程度揭示了科技创新与

国家实力及科技人才和创新文化的内在联系，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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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加快观念、体制与管理创新，加强创新人才、平

台和文化建设都具有借鉴。

三、从基层实践分析科技创新的具体问题

毛泽东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为切实了解掌握当前科研实践活动的有关具体情况，

作者于2017年6月对所在单位科研人员开展调查，从

一个科研机构的微观尺度，分析当下宏观科技政策的

体制效应。调研项为开放性问题，按被调查者的答案

进行分类。样本来自不同学科团队的中青年主体，有

效样本113个，统计如下表所示。

调查项
年龄（岁）

科研能力及水平提升

科研氛围及政策环境

科研成果被认可得到应用

工资性科研经费压力大

学术方向及发展前景

科研氛围平台及政策好

收入少生活压力大

收入待遇

学术方向有发展和创新

遇到科研难题

成果应用

获得科研立项支持

平台条件和团队不给力

科研计划及立项

申报管理环节繁多分心

工资收入提高

成果没有得到认可

科技创新的挑战

人数（人）

≤30

41

16

5

20

4

7

9

7

4

8

7

5

11

2

3

4

6

2

3

51

6

8

24

12

9

14

5

11

2

10

16

4

4

7

9

5

3

21

3

9

15

0

3

2

2

3

1

3

2

8

2

3

1

3

1

2

113

25

22

59

16

19

25

14

18

13

12

17

35

8

10

12

18

8

8

22%

19%

52%

14%

17%

22%

12%

16%

12%

11%

15%

31%

7%

8%

11%

16%

7%

7%

31-40 41-55 合计 占比

最关心

最开心

最烦心

此处还应用了中国青年报和中科院青年创新基

金会于2017年5月30日第一个科技日发布的调查数据

以对比验证。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科技创新既作为系统而存

在，也作为过程而存在。科技创新的系统，包括经

费、项目、成果、人员、平台、机制等诸多要素。

科技创新的过程，包括调查、实验、分析、总结、

推广、应用等不同环节。科技创新就是这样一个

包含着诸多要素及相互关系的有机整体。据此，建

立科技创新的“过程-主体-机制-平台”四要素模

型，重点分析前三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

基层科研人员视角的科技创新因素分析表

4

“两学一做”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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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过程：跑项目与做科研的关系

创新是科研探索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时序上有立

项获取科研经费、开展研究、完成成果并推广应用三

个主要阶段。目前，科研人员普遍存在“重两头轻中

间”现象，即申请项目花费时间相对多、发表论文成

果鉴定花费时间相对多，而项目科研花费时间相对

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基本科研经费保障问题。由于

基本科研经费保障不足，较大部分需要通过项目竞争

方式获得，特别是公益类科研机构，后者的占比达

60%-70%。同时，对已获立项的财政科研经费，因经

费管理限制，不能用于科研人员的人员费（2017年

改革新政增加了一定比例但还是偏低），出于“交工

资”压力，不得不忙于各类市场项目业务，去“跑

项目找经费”。由于项目和资金管理的严格细分和

控制，使得科研人员在行政事务上花费过多精力，

严重干扰了潜心科研的氛围环境。本文调查表所列

“最烦心”问题的第一位，指向了“申请管理环节繁

多分心”，占比31%，第二位指向了“工资性经费压

力”，占比16%，第三位“收入少生活压力大”,占比

14%，三项累计达61%，而“科技创新挑战”这一科

研主题已全然让位于经费压力和管理事务，只有微弱

的7%占比，充分反映了目前科研项目和经费保障机制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国青年报与中科院青年创新

基金会的调查同样显示有46%的科研人员认为最大压

力来自跑经费争项目，应证了上述分析。

2.创新主体：科研人员经济利益与精神激励的关

系

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

己出丑”。毛泽东也指出，“共产党并不是向人民要

东西，而是要给人民东西”。这一思想方法同样适合

科技创新的人才实践。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科研人

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激励和发挥，需要辩证处理好经

济利益和精神激励的关系。

科技创新对人才的需要有其特殊性，不仅要求有

一定的专业能力和智慧，更需要对科学的热爱和创新

的激情与毅力。科技人才一般具有较高的社会成就感

诉求，渴望展现其知识与能力，期待社会的认可和尊

重。因此，激励科技人才创新的重要因素包括其自身

的科学理想，以及社会地位与荣誉奖励的精神层面。

但是科研生活需要合理的经济收入保障，特别是在我

国已经处于“发展起来了”的阶段，科研人员的工作

应该保障其过上体面的生活。根据赫茨伯格的双因素

理论，影响创新人才的发展有保障和激励两类因素，

工资薪酬、科研经费、住房医疗等这类保障性因素对

科技创新人才来说是基础，是其发挥精神激励因素作

用的前提。

从实际调研来看，科研人员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关

切，“最关心”之要素，既有科研能力及水平、学术

方向及前景，也有科研经费和收入待遇。而“最开

心”之高达52%的“科研成果得到认可”，以及“最

烦心”之“收入少生活压力大”形成鲜明对比，充分

表明了科研人员自激励的特质，以及基本保障相对

不足的现实矛盾。矛盾集中在最具科技创新活力的

31-40岁青年群体，这与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之“成家

立业”的生活阶段，以及职称尚未到位的职业成长阶

段有关，值得重点关注。而中国青年报和中科院青年

创新基金会调查之73%认为“待遇不高”影响创新积

极性，也可相互应证。

3.创新呈现：发表论文与成果应用的关系

创新的目标是实现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实

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没有科技成果的生产力转化，

“两学一做”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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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创新的最后达成。调查表明，科研人员对成果

应用和转化持有高达52%的首选认同，展示出良好的

实践创新价值取向。但目前科技评价标准主要围绕文

章、专利、国家或省部级课题之“唯论文”、“唯专

利”、“唯奖励”的绩效评估模式，与科技创新的本

质方向有所偏离。同时由于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科研人

员的职称和奖酬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科技成果

止步于项目验收，后续成果工作更多地是为了发表论

文、参评奖励、获得荣誉，以迎合职称评定的指标要

求。“论文科研”的科技评价导向，阻碍了科研成果

的进一步推广转化，甚至出现了急功近利的论文抄袭

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与有效创新的现实生产力导向

背道而驰。

以完成项目为主要模式的科技过程管理，在机制

上难以支撑项目成果推广转化转让。一方面，项目本

身在“产学研”的不同环节已经碎片化，致使企业兼

职的科研人员对后续应用缺乏积极性（今年改革新政

开始放宽，具体落实还需到位）；另一方面，对知识

产权的保护机制尚未健全，成果转让对产权主体没有

实质利益，导致科研成果在小圈子内部循环，没有进

一步在全社会转让分享的主动性。

四、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启示和建议

基于上述讨论，我国科技创新中存在的现实矛盾

和问题，与科技体制机制有着复杂而密切的多方联

系，不能依靠一两项政策补充或完善能够解决，需要

从全局出发进行顶层设计，实施一系列制度变革，同

时注重改革效果的实践检验与动态校正，不断推进改

革取得实效。

实际上，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科技体制改革举措，并以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为标志，对推进科技

体制改革进行全面部署。但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政策

的系统推进和切实落地至关重要。

1.统筹协调：系统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实践

一方面，科技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

容，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有机组成部

分，需要将科技体制改革纳入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改革的全局。另一方面，科技体制改革本身也是涉

及市场、科技体系、人才激励、成果推广应用等诸多

因素的系统工程，这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在10个方面推出了32项改革举措便可见一斑。

“两学一做”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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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系统的制度设计和力度空前的部署，特别需要在

实践推进中统筹协调。既要考虑资源配置的政府和市

场关系，提高科技资源配置的保障作用和效率,又要

协调“产学研”体系中不同环节的作用，最大程度调

动各环节的主动性；既要营造潜心科研的氛围，又要

积极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和产生经济效益，

加强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护，尊重知识价值。最为关

键的，对于系统设计的改革实施方案，尤其需要在落

实的过程中多方发力，垂向贯通，避免政策悬空不落

实，或者措施分散不配套。

2.阶段矛盾：突破跑项目找经费的科技短板

当前阶段，科技创新的突出矛盾是跑项目找经费

问题，科研人员因此劳神于课题申请和相关行政事

务，不能集中精力于科研。这一现象具有一定普遍

性，成为制约科研机构科技创新的瓶颈。应切实提高

科研人员的基本待遇和基本科研经费保障，特别是要

加大对公益类科研机构的支持力度，放松中央财政科

研经费用于支付人员费用的比例限制，提高科研机构

对竞争性科研经费的支配余度，简化项目申请检查和

评价管理程序，为科技创新营造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

和氛围。

3.战略目标：引导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

创新方向

科技创新的根本，是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

化，最终实现科技提高社会生产水平，促进经济

发展的目的。这也是科技体制改革以打通科技与

经济之间的通道为着力点之所在。针对目前“唯

论文、唯专利”的成果现状，需进一步变革科技

评价的政策导向和激励，一是要在计划立项上引

导项目目标，以现实社会的技术需求导向，避免

纸上谈兵之科研；二是要深化成果评价、职称评

定等科技评价体系，引导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的本质方向。尊重知识价值，加强知识产权的保

护力度，进一步突破产权转让的收益问题，让科

技创新更好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让科研

人员更有创新获得感。

             （作者为中国水科院副院长）

编辑：王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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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
撼
与
锻
炼

文 ◎ 刘有志

震撼与锻炼

——参加院第二期革命传统教育暨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培训班心得体会

“两学一做”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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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的尾声，经过一夜的颠簸，怀着一份期

待，揣着一份念想，我第一次踏上井冈山这片革命摇

篮的热土。

5天的培训学习内容丰富而充实、严肃而轻松、

感动而钦佩。既有激情红歌会、红军模仿秀，也有烈

士墓碑前的瞻仰，既有挑粮小道的亲身体会，也有红

军后代的亲口讲述、革命先烈人生轨迹的回忆，既有

黄洋界机智英勇抗战的历史记忆，也有小井红军医院

留下的遗憾与回忆。

5天的培训与体验，我们走过井冈山革命之路，

聆听到井冈山斗争的事迹；更难得的是，让我回到中

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不屈不饶、英勇善战的革命斗争

的历史岁月，心灵接受洗礼，情感受到震撼，党性得

到锻炼。

井冈山斗争的岁月已然成为过去，井冈山精神却

已成为了永恒。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国家发展进

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一个新的征程，肩负着

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新时代的发展也对我们提

出了新要求。

作为一名党员，井冈山精神对我们更具有鼓舞和

激励作用，让我们肩负重任创造新的辉煌。同时，作

为一位坝工技术人员，从行业技术发展、进步的角度

来看，也肩负着中国水电筑坝技术实现创新发展、世

界引领的历史重任和良好契机。中国水电建设很长一

段时间以来一直是以跟随的方式在发展，上世纪90年

代以前，在筑坝技术、理论与方法方面等方面多数借

鉴欧美的一些工程经验。近年来，随着我国一大批特

高坝的建成、在建或拟建，坝工技术得到了快速发

展，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控

制技术开始在坝工技术中逐渐得到广泛的应用，中国

大坝建设已由原来的人工管控模式逐渐转入到工程智

能化管控阶段，在大坝建设管控等部分领域已实现了

世界引领。但相关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仍不太成熟，

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如果想在世界筑坝史上真正留下

中国人的印迹，那么还需要我们这代的坝工技术人员

更多的努力。这就要求我们要更认真的以十九大纲领

提出的指导思路为引领，以此为契机，不断发奋进

取，开创思路，实现创新发展，力争在不久的将来，

系统搭建中国坝工技术智能建造体系，真正实现世界

坝工建设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全面引领。

同样，作为一名水电人员，我们也面临如何重新

看待水电未来的发展，如何实现水电可持续性发展的

历史机遇。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

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这些指导思路，也让我们

在水电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必须在

如何实际转型方面提出自己的新思路，才有可能在未

来行业发展的过程占得先机。

最后，作为中国水科院的一员，我也将会以本次

培训为起点，进一步深刻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文件

的相关精神和指导思路，在以后的工作中以“砥砺前

行，不忘初心”这句话作为以后自己做人、做事的动

力和参照，紧扣“创新、求实、敬业、奉献”的精神

要求，为我院建设国际一流的研究院奉献自己应有的

力量。

（作者单位为水电中心）

编辑：王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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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井冈山，

再次看到那一点一滴的历史片

段、一个个的小故事以及烈士纪

念碑墙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的烈

士名单，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先辈们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定和执

着。尽管血雨腥风的岁月已然成

为过去，井冈山精神却已悄然成

为永恒，深深镌刻在我心中。

一、胸怀理想  坚定信念

有人说，多数人因为看见而

相信，少数人因为相信而看见。

因为相信，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血

雨腥风中，以毛泽东、朱德为代

表的共产党人点燃了 “工农武装

割据”的燎原之火，照亮了中国

革命的前程。因为相信，伍若兰

发出“共产党人从来不怕死，为

人民解放而死最光荣。若要我低

头，除非日头从西边出，赣江水

倒流”的豪言壮语。因为相信，

96年来，共产党人理想不灭，信

念永续。方志敏相信“光荣的一

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

近的将来”；毛泽东相信中华民

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

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能力”；邓小平相信中国

“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

作更多的贡献”；今天，新时代

的共产党人相信，“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实现，也

一定能够实现”。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只有相

信，并且以井冈山精神为引领，

坚定“四个自信”，坚守“空谈

误国，实干兴邦”的信条，才能

保持蓬勃向上的朝气、攻坚克难

的勇气、昂扬奋进的锐气，精心

谋事、潜心干事。

二、实事求是  勇闯新路

这是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是中

国革命的起点，党坚持实事求是，

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引导中国革命

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党的十九大向世界宣告中国

进入新时代。新的国情让我们正

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

如同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一样，

没有可以借鉴的模式和成功经

验，唯有靠我们自己去探求和摸

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新征程中，我们还有一段

路要走，曾经有过的经验，我们

要借鉴，至今未开拓的新路子，

我们将要不断尝试，创新。

作为一名水利科技工作者，

只有潜心思考，深入调研，不断探

索实践，以务实的作风、实干的精

神、创新的思维、饱满的热情，克

服各种困难和挑战，才能在谋划水

利科技新发展、推动水利工作新跨

理想不灭    信念永续
——参加院第二期革命传统教育暨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培训班心得体会

文 ◎ 鲁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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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发扬革

命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

风，不退缩、不放松、不懈怠、

勇挑重担、敢于担当，把自己的

发展和国家发展相融合，才能同

呼吸、共命运。

四、依靠群众  无私奉献

在井冈山斗争中，无数革命

者抛头颅、洒热血，甘愿奉献自

己的青春和生命，赢得了群众的

拥护和支持，使得国民党反动派

一进入根据地，就陷入了人民战

争的汪洋大海。这是群众的力

量。

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发问：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同敌人作斗

争，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的保护

和支持，党执政了是不是能做到

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他警告

“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告诫我

们，“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

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全方

位、根本性地唤醒全党的初心，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

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

在共圆中国梦的征途上，只有学

习和弘扬井冈山精神，在实践中

增强自身学习的本领，更好地把

握新时代的新要求，用实际行

动，切实承担起应负的责任，用

心、用情去做好群众的每一件小

事，更好地联系和服务群众，才

能更好地组织动员广大干部群体

坚定不移跟党走，凝聚起同心共

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为泥沙所）

编辑：王婉莹

越上取得成绩。

三、艰苦奋斗  敢于胜利

回顾我们党96年的成长史，

每一个时期取得的重大历史胜

利，都离不开“艰苦奋斗、敢于

胜利”的精神支持。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是通过毛泽东、朱德等党

和红军领导人身先士卒、以身作

则，带领井冈山军民自己动手挑

粮、种菜、编草鞋、挖草药、熬

硝盐、办军械厂，克服各种困难

艰险，打破重重包围封锁，建立

和供起来的。

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

现代化建设时期，这种不屈不

挠，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始终

是支撑中华民族的脊梁。今天，

我们的物质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

化，但井冈山的精神绝不能丢。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领导干

部，面对新形势，按照新要求，

“两学一做”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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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燃烧的岁月

——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挂职锻炼有感

2016年5月，我院与大藤峡公司签订了加强科技战略合作备忘录。

2016年7月，我和中水科技公司范小付同志被派往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挂职锻炼。

2017年7月，我结束挂职任务返回北京。

回想这一年的挂职锻炼，如同一个书生过了一把当兵的瘾，如今，工地那些忙碌的哨音尤在耳边久久回荡。

吴文强（左1）、范小付（左2）

一线传真

文 ◎ 吴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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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眼中的大藤峡

机声隆隆，焊花飞溅，车辆穿梭，塔吊挥舞，水

枪喷射……7月27日，我和范小付同志踏入广西大藤

峡水利枢纽项目工地，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建设场

景。同时，我们也很奇怪，为什么几乎没有户外作业

的工人。后来了解到，现在水利工程施工实现机械化

作业，工人大多为机械操作工人，几乎没有纯粹体力

劳动的工人。2016年末，上料码头与远距离胶带输

送砂石料系统建成后，连重型卡车都很少了。根据工

程设计方案，施工高峰期全部左岸坝区施工工人总数

不超过6900人，实际我们参观工地时工人总数还超不

过3000人。

据悉，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以下简称“大藤峡

工程”） 位于珠江流域西江干流黔江河段，具有防

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咸、灌溉等综合功能，是国

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珠江—西

江经济带和“西江亿吨黄金水道”基础设施建设的标

志性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总工期9年。

项目工程于2014年11月15日正式动工建设，

2019年12月建成左岸船闸、左岸发电厂房，2023年

12月底右岸5台机组全部安装完成并投入运行，工程

完工。

2017年是大藤峡工程左岸厂房及航道工程施工

2017年7月底工程形象进度

最关键的一年。坝区移民基本完成。目前，正努力克

服3次超标洪水的影响，工程月浇筑混凝土已经连续

突破记录，超过20万立方米/月，奋勇推进如期实现

“2019年11月大江截流”目标。

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科研青年要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只有不断地

深入基层、深入工地，才能学有所用、快速成长。

大藤峡工程时间紧、任务重，工程各个标段项目

的营地都安在工地上，领导、工人在一线，办公、党

建也在一线，大家都把营地当成家。

各个项目营地上，车鸣声、砂石装载声、挖掘机

操作声，响成一片。每天施工紧张而有条不紊，快乐

依然荡漾在工人们的脸上。空暇时，与他们闲聊，他

们已经习惯了把大藤峡当作自己的家，习惯了以苦为

乐，习惯了中午就在工地吃盒饭，习惯了一班到底，

他们成立了青年突击队、修改了轮休制度，经常工作

到深夜。“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2016年春节期间，船闸标突发漏水点，总经理、副

总经理带头，工程部、总工办等部门主管大年初二全

部返回前方工地应急处置。就是这样一群在很多人眼

中平凡的工程建设者，以心血汗水，默默无闻地奋战

在红水河畔上的国家重点项目一线，创造着不平凡的

业绩，构建着中国水利建设事业的丰碑。

一线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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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期间，我在大藤峡公司综合部工作，主要负

责日常公文的审核、宣传、法律、保密事务，还有工

程建设月报的审定以及重要公司总结报告和领导发言

材料的准备等。工作中发现，如果没有深厚水利知

识，是难以胜任的。甚至很多时候，为了精益求精必

须查阅专业资料才能准确表达。

由于我一直从事科研工作，对于综合管理不甚了

解。经过一年的努力，逐渐从技术工作者的思路转换

到行政事务管理的道路上来，掌握了综合部门日常管

理的基本技能，锻炼了大型活动的组织协调能力，基

本了解了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期运行管理工作要点。我

先后参与协同组织了水利部领导和广西自治区领导的

调研活动，接待了多次其他大型水利工程管理单位、

水利协会、水利学会、民间团体的到访，参加了多次

工程技术研讨会，获得好评。

同时，我积极为水科院与大藤峡公司牵线搭桥。

根据我对水科院各专业方向的了解，多次举荐水科院

相关团队前往大藤峡工程对接具体技术工作，协助院

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项目承担部门开展前期工作，为结

构材料所、水力学所、水资源所、中水科技公司等对

口部门提供技术需求信息，努力推进水科院与大藤峡

2016年7月底工程形象进度

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巩固。

三、最是一年春好处

挂职锻炼虽然结束了，我相信自己永远会是一名

大藤峡人。大藤峡就像一颗茁壮成长的幼苗，需要共

同呵护、共同关注、共同参与。希望更多的科技青年

到施工现场锻炼，进一步拓宽个人科研视野，提高综

合业务水平；希望我院继续加大对大藤峡工程的全方

位支持，发挥技术优势，有效解决当前大藤峡工程技

术问题，比如前期岩溶渗漏、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等问

题。大藤峡工程二期项目开工前仍然有较多的参与研

究课题，希望利用多年来在高库大坝的研究经验，提

前为大藤峡工程建设提供重大专项研究题目，便于工

程更好地提前解决预期的技术问题。

结缘大藤峡，奉献大藤峡，成了我挂职锻炼最好

的见识。

（作者单位为水环境研究所）

编辑：王禄

一线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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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主编的《机井工程技术标准》修订

  工作大纲审查会顺利召开

水科之声 2017 NO.6  总第121期

科研动态

11月11日，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在北京主持召开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主编的《机

井工程技术标准》修订工作大纲审查会，副司长倪文进主持，来自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水技术协会、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建设

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等单位的专家组成了专家组。水利部农

水司、国科司和水利学会有关领导、编写组全体成员共2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专家听取了编写单位对标准修订工作大纲的汇报，经质询讨论，专家组一致同意通

过对标准修订工作大纲的审查，认为工作大纲目标明确，内容全面，重点突出，框架结构基

本合理，进度安排可行，符合有关文件编制要求。与会专家对标准工作大纲与初稿提出了很

好的修改意见，建议标准编制单位抓紧修改，尽快编制形成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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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水资源立体监测体系与遥感技术应用”

项目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在京召开

科研动态32

10月29日，由我院承担的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

重点专项“国家水资源立体监测体系与遥感技术应用”项目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在

京召开。项目启动会由项目负责人赵红莉教授级高工主持。科技部、水利部对项目实

施和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聘请王浩院士和张建云院士为项目顾问，聘请蔡阳教授级

高工为项目专家组组长、蒋云钟教高为副组长。

实施方案论证会由蔡阳主持。项目负责人汇报了立项背景与现状趋势、项目目标与

研究内容、实施方案与进度安排、项目团队与支撑保障等内容，六位课题负责人分别

汇报了各课题的研究方案和实施计划等。对项目技术路线的正确性、研究方法的可行

性、计划进度的科学性、团队组织的合理性等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

建议。最后，由赵红莉教高做总结发言，项目启动和实施方案论证会圆满结束。本次

会议为项目各项研究任务有序推进、保障项目目标顺利实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编辑：王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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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保护优先促发展    绿色长江展新颜

近日，中国三峡工程报记者

就水电开发和水资源保护利用、

长江上游水资源统一调度、金沙

江下游四座电站建设的意义等话

题采访了王浩院士。

我国水电开发建设任务还重 

长江上游水电发展仍有前途

谈到中国水电清洁能源开

发，王浩院士如数家珍。他介

绍，从基本国情看，中国是一个

能源短缺的国家，人口多、城市

化工业化发展速度很快，中国的

工业加工能力差不多占了世界工

业加工能力的40%。在这种情况下

能源就显得尤其重要，但是中国

能源的构成基本还是以化石能源

为主，主要是烧煤，所以排放温

室气体，造成雾霾，有很多副作

用。同时，利用化石能源也是不

可持续的，所以，清洁能源、绿

色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是中国

能源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中国山多、大江大河多，水能资

源很充分。由于中国地势是西高

院士之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科院教授级高工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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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低，呈三级阶地分布，喜马拉雅山在第一级阶地

上，七大江河的源头大多都在这个阶地上。长江是中

国的母亲河，蕴含丰富的能源。现在，我国水电装机

已经占到全国总装机的20%。

按照《长江流域总体规划》，长江上游已建成大

坝21座，按照远景规划，长江干支流三峡以上全部

建成后将有103座大坝。未来在长江中上游，以三峡

工程和金沙江下游四座电站为骨干的水电群，将为中

国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三峡工程建成以后，三峡集团又在金沙江下游建成溪

洛渡、向家坝两座水电站，正在建设乌东德、白鹤滩

两座大型骨干水电工程。由此可见，长江中上游水电

发展前途未可限量。

王浩院士说，水电作为清洁能源替代煤炭、减少

雾霾、减少碳排放，功劳是十分巨大的。三峡工程把

中国减少雾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清洁可持续绿色

能源的利用成果充分展示给世人。同时，对解决我国

能源短缺现状也是一个巨大贡献。从水电清洁能源发

展利用现状来看，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的水电开发程

度已经超过80%，北欧五国已超过90%，可是中国水电

开发程度仅50%。所以今后的建设任务还很重。

金沙江下游电站防洪效益大 可以减轻三峡水库

防洪压力

王浩院士说，长江中下游的洪水灾害仍然是我们

的心腹之患。他指出，按照《长江流域防洪规划》中

提出的金沙江梯级开发的防洪目标，金沙江河段梯级

水库相继开发后，与三峡水库联合调度应对长江中下

游防洪，要求在荆江河段达到100年一遇防洪标准的

基础上，中下游地区遭遇1954年洪水时能大幅度减

少分洪量。因此，金沙江下游乌东德、白鹤滩、溪洛

渡、向家坝四座电站建成以后，四座大型水库的防洪

库容达到205亿立方米，可以进一步减轻三峡水库的

防洪压力：一是提高本河段沿岸城镇的防洪标准；二

是配合川江防洪；三是分担长江中下游防洪任务。四

座水库以下蓄滞洪区的防洪压力可以减少200亿立方

米，把1954年超标的500亿立方米洪水减少200亿立方

米，其中，白鹤滩水电站的贡献就达到50亿立方米。

所以说，白鹤滩工程对防洪有很大好处。

另一方面是供水效益。长江流域人口占全国人口

的三分之一，GDP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沿江城市数量

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长江流域经济总量占全国的“半

壁江山”。长江多年的径流量接近一万亿立方米，它

是长江两岸甚至包括北方地区的水源区。长江水资源

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整个长江流域4.5亿人口，加上

南水北调受益地区的1.2亿人口，长江成为全国近一

半人口的供水水源。

王浩院士表示，像白鹤滩这样的大库容水库建好

以后，可以使供水问题得到很大的缓解，对解决两湖

（洞庭湖、鄱阳湖）越冬和湖面缩小、上海青草沙水

源地咸潮上溯的威胁、长江中下游流量超过10000立

方米每秒的天数等问题，都会有极大的好处。除了防

洪、供水、发电效益以外，对长江航运也有极大的

帮助。三峡工程建成后，改善了川江320公里航道质

量，万吨级船队可以直达重庆。随着金沙江下游四座

电站修建完成，就有希望把长江航道进一步扩展，向

长江上游延伸。金沙江下游四座电站都在高山峡谷地

区，由于航运还不发达，暂时还没有建设过坝设施，

正在积极考虑筹建。

长江流域水资源联合调度势在必行 中国水科院

长期研究积累丰富成果

谈到长江上游水资源统一调度，王浩院士说，随

着我国水电事业的不断发展，长江上游干支流上建成

的水库会越来越多，从现在的21座到中期的40座，

到远景的103座，这些大坝水库分属不同的业主，各

行其是，形成的调度决策有大量的不协调、不相融甚

至是效率相互抵消的情况，迫切需要统一调度管理。

但调度模式和基本原则是：供水服从于防洪，发电航

运服从于供水。防洪由国家防总统一指挥，发电这些

兴利调度可以在水利部指导下，由三峡集团牵头开展

具体的调度运行。

这个调度运行是多目标调度，具体包括八个方

面：

生态调度。要保证三峡大坝以下长江中下游的生

态基流，调整好江湖关系（两湖和长江），保护河口

不出现过分的咸潮上溯，保持洄游性鱼类的洄游通道

畅通。同时还要制造大小洪水脉冲，为产漂浮性鱼卵

的鱼类创造好的生殖条件；

防洪调度。保护长江沿岸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让千年一遇的洪水安全流过长江，尽可能减少蓄滞洪

区使用几率。随着上游水库的建设，防洪库容不断加

院士之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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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步骤、按计划的解决蓄滞洪区的解放问题；

供水调度。要方便长江两岸城市和南水北调工程

取水；

发电调度。要尽可能按照发电的蓄放水次序来调

节各个水库，越是接近长江中游宜昌等地的水库，越

是要保持相对经常的高水位，抬高全流域的发电水

头，争取更大的发电量。同时，进行各类补偿调节，

提高保证出力，加大水电担当；

航运调度。发电会造成水位的起伏，要尽可能满

足航运的要求，确保安全顺利通航；

处理好水库调度方式与泥沙淤积形态的关系。既

要注意各水库泥沙淤积的有利形态，又要防止河段的

各种崩岸、切滩，保持两湖和长江的健康关系，防止

冬季枯水位时期“两湖”水面过分缩小；

适当发展一些跨流域调水。要注意鄂北山区、江

西吉泰盆地、四川盆地、湖南衡邵干旱走廊等长江流

域传统旱区的供水问题，一定要确保跨流域调水的水

源；

要保护水环境。水环境保护的本质是提高长江的

水质等级，要严格控制入河污染物总量，改善生态环

境。如果一旦发生污染事故，形成了长江两岸污染物

的污染带，要通过调度来改善水流条件，加大水动

力，也可以提高水环境容量，把治污的事情做好。

据王浩院士介绍，早在10年前，围绕《长江远

景103库的联合调度》课题，中国水科院解决了一系

列重大难题。包括提高预报的优良率、预见期和预见

精度，从陆地雨的预报到空中雨的预报，把原来3天

的预报期拓展到7天甚至更长时间，解决了一系列气

候变化、地面人类活动带来的水文气象条件非一致性

的问题，提高预报精度。

长江清洁能源走廊已经形成 是全球可再生能源

利用典范

随着金沙江下游四座巨型电站建成，长江清洁

能源走廊逐步形成。王浩院士说，长江是中国的母

亲河，滋养了民族的发展和民族的进化。进入21世

纪，从全球发展来看，一是能源问题，二是交通问

题，三是生态问题。三峡集团带头建设开发长江清洁

能源走廊，为中国的绿色能源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

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典范。

水运成本是公路运输的二十分之一，是铁路运输

的十分之一。随着长江上游水电群不断建成，形成了

长江黄金水道，万吨级船队可以顺利抵达重庆，未来

还有向上延伸的巨大空间。所以，三峡工程的建成，

把世界上最头痛的能源问题、交通问题、节能减排问

题都作了很好的示范，可以说是中国为世界可持续发

展提供的新鲜经验。

王浩院士说，对于生态问题，水电群的建设有利

有弊。但总体权衡，实现了经济和生态的双赢。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把生态保护搞好，要着重解决洄游性鱼

类双向过坝的难题，解决好长江和“两湖”关系的调

整，解决好洄游性鱼类产卵期所需要的大小洪水脉冲

问题，解决好枯水季节鱼类生态基流问题，同时也要

高度注意水电站建设期间弃土弃碴、扰动山体等问

题，随着研究的深入，相信会把生态问题搞得更为妥

善。

王浩院士说，对鱼类和生态的影响，随着向家

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四座电站的建成，也加

强了对鱼类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期间，要采取绿色

施工的办法，尽可能减少弃碴和对山体的扰动，把环

境影响减到最小。水库建成后，会促进沉水型、静水

型鱼类的大量繁殖。对流水性产漂浮性鱼卵的鱼类，

这些水坝可以利用天然洪峰过程，附加调节措施，造

成人造洪峰，有利于洄游型鱼类产卵。总之，开发建

设金沙江下游四座大坝的功劳是十分巨大的。

王浩院士为白鹤滩水电站即兴赋诗一首：

横空出世白鹤滩，

生态经济两相全。

保护优先促发展，

绿色长江展新颜。

（来源：中国三峡工程报）  

编辑：王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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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研诚信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弘扬科学精神，维护学术道德，规范

学术行为，严明学术纪律，根据《国家科技计划实施

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2006年科学技术

部令第11号）、《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

见》（国科发政[2009]529号）、科技部《国家科技

计划（专项、基金等）严重失信行为记录暂行规定》

（国科发政〔2016〕97号）、水利部《关于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强水利科技创新若干意见》和水

利部《水利科技计划实施中失信行为处理办法（试

行）》（国科科函[2010]9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

院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我院所有在职职工、学生、外聘人员及

离退休人员等，在开展科研活动中应自觉遵守本细

则。

第三条  科学研究应坚持追求真理，尊重学术自

由，遵守学术道德规范的原则，勇于学术创新，恪守

职业道德，维护科学诚信，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一切

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抄袭剽窃、沽名钓誉、急功近

利等不良行为。

第四条  从事学术活动应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

律，恪守为学术界所认可的基本学术道德规范，不得

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第五条  发表学术成果应实事求是地陈述研究者

本人的工作；成果中对他人观点、结论、数据、公

式、图表、资料的引用须按规定注明原始文献出处；

不得以引用的方式将他人成果作为自己学术成果的主

要或实质部分；不得使用未亲自阅读的二次文献，转

引的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 

第六条  学术成果的署名应真实，署名者应对该

项成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和法律责任。合作成果应

按照对成果所作贡献大小的顺序署名（另有学科署名

惯例或署名约定的除外）。所有署名作者应对自己完

成的部分负责，其中第一署名作者和通讯作者应对整

篇论文或著作负责。学生为第一作者而指导教师为合

科研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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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研究成果，指导教师应负主要责任。

第七条  公开研究成果、统计数据等必须实事求

是、完整准确，保证实验记录和数据的完整、真实和

安全，以备考查；对已发表研究成果中出现的错误和

失误，应以适当方式公开承认。

第八条  各类资助项目应如实全名标注，以严肃

认真的态度对待各类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按期完成

合同中规定的任务。

第九条  对项目承担者发生失信行为的处理：

（一）采取贿赂或变相贿赂、造假、故意重复申

报等不正当手段获取项目承担资格的，情节较轻者取

消该类项目申请资格1年，给予内部通报批评；情节

较重者取消项目申请2～3年，撤销立项、追回已拨付

经费，给予内部通报批评或通报批评；情节严重并造

成恶劣影响的，取消各类项目申请资格3年以上，撤

销立项、追回已拨付经费，给予通报批评并处以5000

元以上罚款。

（二）因主观原因未按期完成项目成果、未提交

延期申请、未在主管部门批复延期期限内完成项目

的，情节较轻者取消该类项目申请资格1年，给予内

部通报批评；情节较重者取消项目申请2～3年，撤销

立项、追回已拨付经费，给予内部通报批评或通报批

评；情节严重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取消各类项目申请

资格3年以上，撤销立项、追回已拨付经费，给予通

报批评并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

（三）在项目实施中伪造、篡改科研数据和研究

结果，伪造专家鉴定、证书及其他学术能力证明材

料，情节较轻者取消各类项目申请资格1～2年，撤

销立项、追回已拨付经费，并给予内部通报批评；情

节较重者取消各类项目申请资格3～4年，撤销立项、

追回已拨付经费，并给予内部通报批评或通报批评；

情节严重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取消各类项目申请资格

4年以上，撤销立项、追回已拨付经费，给予通报批

评并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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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项目实施中技术路线、成果内容与任务

书或工作大纲要求严重不符，与现行的标准、规范、

规定相违背，未按规定履行研究职责者，情节较轻者

给予谈话提醒或书面警告；情节较重者取消各类项目

申请资格1年，给予内部通报批评；情节严重者取消

项目申请资格2～3年，撤销立项、追回已拨付经费，

给予内部通报批评或通报批评。

第十条  对项目承担单位发生失信行为的处理：

（一）对项目承担者和科研项目(成果)评审者发

生失信行为负有疏于管理责任者，视情节轻重给予谈

话提醒、书面警告或通报批评。

（二）纵容、包庇、协助有关人员实施不端行为

的，给予通报批评。

（三）挪用、克扣、截留项目经费的，给予通报

批评，并按有关规章处理，情节严重的，转交司法部

门处理。

（四）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组织、管理不力，致使

进度严重滞后，没有按照规定完成验收项目的比例达

到本部门项目数的20%以上或某类科研项目数达到3个

以上，视情节严重1～3年内不得申请或参与该类科

研项目，并给予通报批评。

（五）对部门申报国家级、省部级、院级奖励监

管不到位，提交虚假材料或未经批准随意撤报的，视

情节严重该部门1～3年内不得申请推荐国家级、省

部级、院级奖励,并给予通报批评。

第十一条  对科研项目(成果)评审者发生失信行

为的处理：

（一）索贿、受贿、故意违反回避原则、与相关

单位或人员恶意串通、泄露相关秘密或咨询评审信息

的，取消评议、评审资格，给予通报批评；涉嫌犯罪

的，转交司法机关处理。

（二）利用评审打击报复、诬陷或故意损毁申请

者名誉的，情节较轻的，取消评议、评审资格1～3

年，给予内部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取消评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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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资格4～5年，给予通报批评。

第十二条  科研计划处建立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

用档案及院评审管理信用档案，记录项目负责人、

承担单位和评审人在项目执行与管理过程中的失信行

为。有关信用档案记录将作为各类科技计划项目推

荐、立项及评审人今后参加评审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十三条  对具有本细则第九条、第十条、第

十一条行为的责任主体，且受到以下处理的，纳入有

关信用档案。

（一）受到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并正式公告。

（二）受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查处并正式通

报。

（三）受相关部门和单位在科技计划、项目管理

或监督检查中查处并以正式文件发布。

（四）因伪造、篡改、抄袭等严重科研不端行为

被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出版刊物撤稿，或被国内外

政府奖励评审主办方取消评审和获奖资格并正式通

报。

（五）经核实并履行告知程序的其它严重违规违

纪行为。

对纪检监察、监督检查等部门已掌握确凿违规违

纪问题线索和证据，因客观原因尚未形成正式处理决

定的相关责任主体，参照本条款执行。

第十四条  实行信用档案动态调整机制，对处理

处罚期限届满的相关责任主体，及时移出信用档案名

单。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中国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研诚信管理规定》（2013年

颁布）同时废止。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科研计划处负责解释。

              (由科研计划处提供)

                              编辑:王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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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感慨岁月之悠然，不曾留给我们细细回

味的时间，也常常婉惜时光之吝啬，不愿让我们驻

足回想来时的路。很多事情只是简单地坚持着，或许

只是一种惯性。就像我的同事们，不曾怀疑，不曾改

变，忘我地投入到水利工程的科研工作中。你问他们

值得么，他们说习惯了，值不值得不由他们决定。这

种惯性，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奉献。

记得去年“两学一做”的党课上，我们所的林兴

超同志讲过这样一件事：

2016年深秋，我们接手了阿勒泰地区的一个项

目，因为工期紧张，加上新疆地区特殊性，10月份

成了我们可以抓住的最后的一个工作月份。我们决定

国庆期间奔赴阿勒泰地区的工地现场。

但这一次任务的艰巨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很

多。工程所在地，不仅地理位置特殊，地形也十分特

殊。我们工作的山上原本没有路，勘察人员硬生生地

用双脚走出了一条路；山脚的堆石，在普通工地上向

来被看成是危险的地方，在这也成了最安全的地方

了；我们爬上陡崖的时候，没有护拦，没有安全措

施，能依靠的也仅仅是一条悬空的绳子。因为坡太陡

了，每次向上爬的时候，我们都相互鼓励，相互提

醒，集中精力，不要向下看，生怕一个不小心，就出

了意外。都说蜀道难，可再难也不过如此了。

工作感悟

惯  性
文 ◎ 田继雪

但路难，也不过是第一重险。因为当时正赶上修

路，进入勘察营地唯一的通道也被封闭了，从进入工

地后，我们便与外界断绝了联系。现场条件有限，为

了方便施工，工人只能把渣石直接从洞口往山下倒，

无形中，又给安全脱去了一层保障。所以为了不出事

故，现场安全员需要紧盯现场变化，还要及时嘶吼以

保证我们接收到信息，有效地避免事故发生，防止造

成伤害。所以那些天里，我们都戏称自己是孙猴子，

不仅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要飞檐走壁，腾云驾

雾。

老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前两层险是天

险，那么接下来面对的困难，绝对是体力与意志力的

考验。进入深秋后，新疆的气温很低，我们需要穿着

高寒地区的专用棉衣棉鞋。每次上山都会大汗淋漓，

可是进入勘探平硐后，因为温度下降，又迅速消汗，

每天来来回回要进入许多平硐，我们就在冷热循环、

干湿交替中度过，可以预料的结果，课题组集体生

病。因为走得非常急，我们都没有随身带药，偏偏赶

上当地道路封闭，又无法到县城就医。更糟的是，刚

到现场时，一场暴雨把现场唯一的一座移动信号塔供

电系统冲毁了，我们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为了克服

身体的病痛和对亲人的思念，我们相互鼓励，咬牙坚

持。虽然我们不怕吃苦，但却害怕爱我们的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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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感悟

在与外界失去联系的那段时间，我们工作地方真实出

现了失联后遇难的报道，报道说尸体是从我们工作的

那条河里捞出来的。可想而知，每一位亲人都心急如

焚。其中在读博士陈玺的父母，在打了百余通电话都

没接通后，按捺不住跑到学校找导师。现在想来，这

是值得骄傲的经历，却也是让我们十分窝心的经历。

我们同去的孙平回忆起这次经历时写到，“在这

个万物凋敝的季节再一次回到故地，美丽的布尔津

河失去了往日的壮丽与威严，映入眼帘只有裸露的河

床，宁静的江水，以及秋风乍起，满地落叶黄。”

这样的感慨，所有的水利工程人都懂。人们喜欢

用鬼斧神工来形容大自然的壮美，但与之相伴的多数

是鬼斧神工般的危险。尽一切可能避险便是我们这些

工程师的工作。所以从我做起、做好本职工作也是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利工作的重要讲话的一种学习方

式。

这是一年前我听到的故事，但落笔时，已到了第

二年的国庆。与以往相同，朋友圈里有人为祖国庆

生，有人说时下最流行话题，当然也与以往相同，朋

友圈里仍有我的同事依然奋战在现场的记录。

（作者单位为岩土所）

编辑：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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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列斯·高滋先生来访我院并做客名家讲坛

2017年9月26日，瑞士联邦环境署高级顾问、前副署长安德列斯·高滋（Andreas 

Goetz）先生来访我院并做客名家讲坛。院长匡尚富会见了高滋先生一行，副院长彭静、

国际合作处和减灾中心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国际合作与交流

随后，高滋先生做客我院名家讲坛，做

了题为《了解风险，时刻准备着》（Know 

the risk and be prepared）的报告，副院

长彭静主持报告会。

高滋先生做报告

文 ◎ 国际合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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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8-14日，第23届国际灌排大会暨国际灌排委员会第68届国际执

行理事会在墨西哥城世界贸易中心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为“实现灌排现代化，

促进新绿色革命”。共有来自十三个国家的部长级领导人和52个国家的900多名代

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水利部农水司巡视员李远华、中国水科院总工高占义率中国

国家灌排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

此次大会共收录了151篇论文，在中国专家提交的18篇论文中有13篇来自中

国水科院。中国代表团的专家学者深入地参与了技术会议的讨论，共计有10位专

家在大会上作了技术汇报；李远华巡视员出席了“回顾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可持续

农业水管理研讨会”和“高级别咨询顾问工作组会议”，并作了中国参与式灌溉

管理的国家报告；国际灌排委员会荣誉主席高占义和国际灌排委员会副主席丁昆

仑在第23届国际灌排大会开幕式全体会议上分别作了两个议题的技术总报告，并

在闭幕式上对议题研讨情况进行了总结。

第23届国际灌排大会暨国际灌排委员会

第68届执理会在墨西哥城召开

水科之声 2017 NO.6  总第121期

国际合作与交流

文 ◎ 中国国家灌排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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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部长一行来访我院

2017年11月7日，老挝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部长宋玛·奔舍那先生（Sommad Pholsena）率代表团一行来

访我院，就中老在水利水电领域的合作进行了交流。院长匡尚富出席并主持会见，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双方会谈

巡视员于兴军、澜湄水资源合

作中心主任钟勇、我院副院长

彭静出席会见，参加会见的还

有国际合作处、减灾中心、中

水科和中水科技的相关负责人

和专家。

我院专家就防洪减灾、合

页坝和自动化监控等业务领域

和技术产品进行了汇报。双方

就人才培训、水利水电合作领

域和技术支撑等进行了讨论。

国际合作与交流

文 ◎ 国际合作处

编辑：王晓



43

水科之声 2017 NO.6  总第121期

2017年10月23日，第二十一届海峡两岸水利科

技交流研讨会在江西南昌开幕。研讨会由中国水科院

和台湾大学主办，美华水利协会协办，江西省水利学

会、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利部水资源水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江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院承办，支持

单位有南昌市水务局、峡江水利枢纽工程管理局、水

利学会海峡两岸水利科技交流促进工作委员会。中国

水科院院长匡尚富、江西省水利厅厅长罗小云、台湾

大学特约研究员许铭熙、美华水利协会会长蔡喜明出

国际合作与交流

二十一载海峡会    两岸共话水利情

——第二十一届海峡两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讨会在南昌召开

文 ◎ 朱  瑶

席会议并致辞。来自海峡两岸和美华水利协会的水利

主管部门及流域机构、地方水利厅（局）、科研机

构、高校、企业等约160位代表参加了会议研讨。

一、主题报告：分享先进经验  引领绿色发展

开幕式后，研讨会进行了主题报告交流，由中国

水科院副院长胡春宏院士主持。三位报告人分别介绍

了水利绿色发展理念和先进科技在水利工作中的应

用，与会代表反应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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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计会开幕式

江西省水利厅厅长罗小云做了题为《生态文明建设催生江

西河长制》的报告。作为全国首个在全省范围内实施河长制的

省份，他全面介绍了江西省以“生态文明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为理念，推行河长制的做法和经验成

果。 

台湾农业工程学会理事简昭群做了题为《台湾地下水环境

及地层下陷防治》的报告。报告中分享了台湾地区利用先进技

术在地下水观测和地层下陷监测方面的研究成果和防范治理措

施。

美华水利协会候任会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段国红

做了题为《亚利桑那图森市基于云计算的即时洪水预报系统》

的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基于数字调和模型的实时洪水预报系

统，包括洪水淹没、灾后评估和实时洪水预报功能，以及模型

和在美国部分流域和亚利桑那州的应用情况。

二、分会场交流：交流主题丰富  代表参与活跃

研讨会围绕水资源管理与高效用水、水土保持、水生态

与水环境、水工程安全与防灾减灾、水利信息技术及其他等4

个议题开展了8个分会场，16个特邀报告和75个分会场报告交

流。与会代表交流热烈，分享了水利科技发展的先进理念和最

新成果，凝聚了共识，并增进了友谊。

国际合作与交流

参观新洲闸电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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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新洲闸电排站

三、联席会议：畅言得失经验 筹谋未来发展

会议期间举行了组织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联席会议，由胡

春宏院士主持。台湾大学和中国水科院分别代表台湾地区和大

陆会议秘书处总结研讨会筹备工作及第二十二届海峡两岸水利

科技交流研讨会的申办情况。与会委员畅所欲言，为办好研讨

会献言献策，就未来会议的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和永续发展等

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建议在未来的会议中设置奖项，提高年轻

科技工作者参与积极性。最后，两委会决定第二十二届海峡两

岸水利交流研讨会将在北京召开，由中国水科院承办。

四、技术调研：丰富参访活动 突出江西特色

会后，结合江西省近年来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和生态文明

建设理念，与会专家对南昌市城市防洪工程、峡江水利枢纽工

程、鄱阳湖模型试验研究基地、江西省水土保持生态科技园等

进行实地调研。宏伟的工程建设、优秀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和

先进的技术设备给台湾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者单位为国际合作处）

                                   编辑：王晓

参观峡江水利枢纽工程

国际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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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引黄古灌区的历史作用（上）

水文化广角

文 ◎ 张伟兵

被尊为“四渎之宗”的黄河东出黑山峡后，入宁

夏境内流经卫宁平原，过青铜峡后纵贯银川平原，

然后从石嘴山出宁夏境，流程 397千米，称为宁夏平

原。“天下黄河富宁夏”、“塞上江南”、“当代中

国十大新天府之一”等等赞美，都根源于宁夏引黄古

灌区。

从气候和地理条件来看，宁夏平原属于干旱与半

干旱气候的过渡地带，雨少风多，蒸发量大。但同

时，平原地处贺兰山与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之间

的断裂下陷地带，四周为高地和沙漠包围，黄河流经

平原全境，经过地质时期黄河水的冲积和贺兰山洪

积，形成冲积平原。平原西部的贺兰山脉南北绵亘 

200 余公里，与平原高差 2000 余米，形成一道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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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化广角

王朝政权，一方面在宁夏平原驻兵边防，另一方面又

需屯垦大力发展灌溉事业。

宁夏引黄古灌区这种特定的时空发展特性，在促

进宁夏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该地区由

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变。与此同时，历代的屯垦

戍边，灌区逐渐成为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区域，进而加

强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维系边境社会稳

定，巩固中原王朝政权和疆域，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历代各族人民对灌区的长期开发，在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的同时，创造了独特的绿洲生态系统，为干旱半

干旱地区的生态维护做出了贡献。灌区历经两千年而

不衰，孕育了丰富深厚的灌区历史文化，更是留给后

人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以下从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民族融合、边境稳定、生态维护、历史文化等方

面，就灌区对区域乃至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

作用略作阐述。

一、引黄古灌区是宁夏农业文明发展的基础，造

就了“塞北江南”，成就了宁夏农业经济的繁荣

灌溉在农业文明的进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宁夏引

屏障，阻挡并削弱了来自西北方向的戈壁沙尘和高天

寒流，对平原地区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保护灌区的

生态环境起到一定作用。同时，过境的黄河水水量充

沛，平原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坡降适当，引水、输

水条件优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宁夏平原成为

发展自流灌溉的理想地区。

从历代开发和社会发展情况来看，早在秦始皇统

一六国后，便派蒙恬率大军北击匈奴，取河套地，开

始在平原戍边屯田。汉武帝时期，平原已有明确的引

黄灌溉的史籍记载，且颇具规模，成为我国最古老的

灌区之一。之后由于北周战乱，大量南人迁入，宁夏

平原开始有“塞北江南”之称。至唐代，随着引黄灌

溉的大规模开发，稻麦面积迅速扩大，粮草充盈，士

马强盛，而且水乡景色与边塞风光交相辉映，“塞北

江南”的美誉从此扬名海内。以后历代皆有建树，延

续两千多年，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此外，历史上中国

边疆防御的重点多在北方，宁夏平原地处北方农牧交

错地带，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经常发生战争，平

原成为历代王朝屯垦戍边的战略要地，在西北乃至全

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代为巩固西北边防，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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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古灌区对宁夏农业经济有着重要影响。汉、唐、

明、清是宁夏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引黄灌溉在

其中占据有重要地位。汉代是宁夏引黄灌溉开创时

期；唐代，宁夏平原有了“塞北江南”的美誉；明

代，宁夏平原成为天下粮仓；清代则是宁夏灌溉农业

发展的鼎盛时期。

《汉书·匈奴列传》记载，元狩年间（前 122 

～前 117 年），匈奴退出河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后，

“汉度河自朔方（郡治在今乌拉特前旗，黄河南岸）

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往往通渠置田

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另据

考古发掘，当今在宁夏平原各地发现的汉城、汉墓群

遗址也证实了汉代在宁夏平原的确有过相当规模的开

渠屯垦活动，历史上有名的高渠、光禄渠、七级渠、

汉渠等古渠最初就开凿于汉武帝时期。

唐代，宁夏古灌区经过汉魏时期的开发，初步形

成沟渠纵横连接的灌排系统，史籍所载这一时期的灌

渠有：薄骨律渠、汉渠、胡渠、御史渠、百家渠、光

禄渠、尚书渠、七级渠、特进渠等。灌渠的修建，促

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塞北江南”的美誉也由此而

来。唐代诗人韦蟾《送卢藩尚书之灵武》诗曰：“贺

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这是最早赞美灵

州为“塞北江南”的记载。早在北周时期，史籍也有

“塞北江南”的记载，北宋名臣曾公亮的《武经总

要》在记述怀远镇中谈到，“有水田、果园，本赫连

勃勃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

地也。”但此处仅指怀远镇。

另有《太平御览》引隋《图经》记载，北周宣

政元年（578 年），北周大将王轨打败南朝陈将吴明

彻，俘获 3万余人，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

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但此

处是指江南的习俗礼仪。唐代宁夏平原的繁荣景象，

水文化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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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宁夏平原经过康、雍、乾三朝不断地对渠

道修浚与开凿，尤其是大清、惠农、昌润三大干渠的

开凿，宁夏引黄灌区形成了空前密集的灌溉网，灌溉

面积迅速增加，农业生产呈现繁荣景象。《嘉庆一统

志》记载，当时直接由黄河开口引水的大小干渠有 

23 条，全长 1000多公里，灌田210万亩，创空前记

录。宁夏平原成为“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绿禾青一望

同”的秀丽富饶之区。与此同时，清代宁夏平原的种

植业种类也逐渐增多。

据乾隆《宁夏府志·产》记载，与明代相比，清

代宁夏平原的谷之属中增加了绿豆、黄豆、红豆等；

菜之属中增添了刀豆、豇豆、地椒、沙芥等；果之属

中多了胡桃、含桃等 ; 药之属中又丰富了柴胡、荆

芥、防风、黄芪、麻黄等。随着灌溉面积的扩大，

土地生产力也随之提高。民国《朔方道志》记载，

“（大清）渠成于今已七年矣，吾宁人左飱右粥亦习

以为常耳。去秋西鄙早荒所在，流离饥饿，试思今日

之饱食嬉游，得享昇平而歌乐土者，其谁赐焉。”

二、历代对引黄古灌区的开发，促进了宁夏平原

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变，推动了社会进步

历代引黄古灌区的开发，推进了宁夏平原由游牧

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变。西夏重视引黄灌溉，李元昊

在 1032 年至 1048 年间，曾修建长300多里的李王

渠（又名昊王渠），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以开国皇

帝名字命名的古渠。

《宋史·夏国传》载：“其地饶五谷，尤宜稻

麦。……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

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得益于农田灌溉

的发展，农业成为西夏社会经济的主要门类，兴、

灵等沿河诸州县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鸣沙县“御

仓”，窖藏粮食达到百万（石）以上。党项族逐步摆

脱游牧生活，完成了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变。

元代也是游牧民族，蒙元政权建立后，推行重农

政策，重视水利建设。副河渠使郭守敬多次前往宁夏

平原视察水利，并对废坏淤浅的汉延、唐徕、秦家等

渠予以修复，提出“因旧谋新”、“更立闸堰”的修

浚方案。由此，宁夏平原再现“塞北江南”的景象，

《元和郡县图志》也有记载，“（贺兰）山之东，

（黄）河之西，有平田数千顷，可引水灌溉。如尽收

地利，足以赡给军储。”

明代，政府利用军屯、民屯、商屯的形式，充分

利用黄河水利的便利条件，在宁夏平原发展屯田生

产。《明太宗实录》卷 38 记载，永乐三年（1405 

年），成祖以“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皆总兵

何福勤于用心所致”，故对何福特加“赐敕褒美”

（《明史·食货志》）。　　英宗年间（1436 ～ 

1449 年），宁夏各卫所仓储充裕，形成“一方之

赋，尽出于屯，屯田之恒，藉以水利”的富饶景象。

明安塞王朱秩炅有一首《渠上良田》，“天堑分流引

作渠，一方擅利溉膏腴。鱼游浅碧东风细，花涨残红

暮雨余。千顷良田凭富足，万家编户获安居。亢阳任

尔为骄虐，稔岁何妨史氏书。”即是明朝宁夏平原引

黄灌区农业经济繁荣景象的写照。

水文化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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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蒙元政权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变，奠定了

经济基础。

历代引黄古灌区的开发，也促进了宁夏平原人口

增长，城乡经济呈现繁荣景象，推动了社会进步。以

明清为例，明代宁夏平原作为边防重镇，士兵和当地

百姓均编于卫所建制，并被赋予军籍，而民籍也是登

记在册，属于军卫制范畴，大致十分之七人屯种，十

分之三人卫戍。文献记载，明末万历年间，宁夏平原

共有人口约13万人（16l7年），主要集中在宁夏镇

附近。清代，随着引黄古灌区的大规模开发，宁夏

平原的人口飞速增长。清嘉庆年间（1820 年），人

口达到 139 万余人，为明末万历年间的 10 余倍之

多。　　

同时，人口的空间分布也发生了改变。宁夏县、

宁朔县、平罗县同处河西灌区，由于拥有唐徕渠、汉

延、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渠五大引黄干渠，灌

溉面积超过 100 万亩，三县人口达 78 万余人，占

宁夏平原总人口的约 60%。中卫县地处卫宁灌区，中

小型渠道密布，共有大小渠道 16 条，灌溉面积 27 

万余亩，人口 28 万余人，约占宁夏平原总人口的 

22%，甚至超过灵州的人口数。

清代宁夏平原渠道的稠密比例，成为人口数量和

空间分布的标志。人们沿渠而居，促进了城乡经济的

繁荣。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明代宁夏平原的街

坊市集共有 25 处，其中，镇城 12 处，西路广武营 

5 处，宁夏后卫 4 处，另有鸣沙州城和东路兴武营

各有 2 处。清代，街坊发展为市集，乾隆《宁夏府

志》记载的市集有 41 处，其中，府城 15 处，中

卫县 11 处，灵州 9 处，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

各有3处到4处。

“街坊”是街巷和街市的概念，商业性和市场化

程度相对较低，明代的街坊主要集中在镇城，约占全

部的一半；清代市集的商业性和市场化程度相对较

高，市场交易功能突出，不但数量很多，而且分布也

较为分散。乾隆《宁夏府志》卷 6《坊市》记载，府

城商贾林立，“久称西边一都会矣。”                

                                

（作者单位为减灾中心）

                                            编辑：杨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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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的英语用起来

水科之声 2017 NO.6  总第121期

一、缘起——问自己

这是一本自己读了很多遍的书，或者说跟它的题

目一样，它其实是一本让人去用的书，而并不仅仅是

适合阅读。虽然是厚厚的一本，但双色的印刷和不错

的装帧，让人拿在手里感觉很好，同时真正读完后，

留下来的内容却很精炼，然后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不断

地去运用。

从2008年到2012年的四年时间，我放弃了所有

跟英语相关的学习，单词量和英文水平从原来的研究

生毕业通过国家六级，降到了普通大学生水平。从

2012年开始，工作之余，我又继续捡起英语学习的

任务，偶尔看看英文文献，背背单词，不紧不慢地学

了半年。某天，我突然发现，以这样的学习状态，在

10年甚至20年后，可能自己的英语水平将最大限度

地“稳定”在目前的水平，我感到很迷茫。

二、寻找——打破误区

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阅读一些英文学习方法的

书籍。起初，看的是《英语原典学习法》，里面的理

论很简单，就是强迫自己去听和读英语，而且必须选

择英文原版读物和有声书，这样可以强迫提高自己

的英文水平。用那句很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要用

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用了很久之

后，我的英文水平只是恢复了些。后来，碰到了这本

《把你的英语用起来》。 Krashen博士诠释了他的输

文 ◎ 周  叶

在水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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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这本书恰好是我在2007年买过的一本

书，里面提到了当时自己觉得很稀奇，后来却习以为

常的连读、弱读、浊化等发音规则，从此语音方面的

瓶颈算是消除了。

语法训练推荐的是施元祐老师的《文法俱乐

部》。这几乎是我看过的最简单和优秀的语法书。自

从精读了三遍后，我在写作或阅读中，碰到定语或状

语从句几乎都成为一种享受，也让自己的翻译水平得

到了极大的提高。

听力训练推荐ESL Podcast。这是我在2008年就

开始接触的英文听力材料，那时每天从紫竹院到木樨

地的公交车上，大半个小时的车程几乎都交给了它。

当然，还有EnglishPod，这是非常不错的听力材料。

我的学习流程很简单，先听音频数遍，然后读材料和

跟读。

不得不说，《把你的英语用起来》与我这般有

缘。巧合的是，这些年，我选择的为数不多的英文学

习材料ESL Podcast和《American Accent Training》

都在这本书里偶遇了，有种英雄所见略同的相惜感。

关于英文原著阅读训练，这也是我练习最多的部

分，从2013年开始背单词，到2014年阅读原著，现

在保持每天睡前阅读20页英文小说、每年阅读12本

英文原著的习惯，已经做到读起来完全没有心理障

碍，没有陌生感和距离感，应该就是这本书带给我

的。书里介绍的不管是阅读方法（每2页查生词不超

过1个），还是材料选择（生词量看百万词不重复词

数；决定阅读难度的是书籍的蓝思值），都让自己能

够轻易的找到自信，并顺利开始阅读。

总之，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执

行方式，同时一再重复自己的观点，要在使用中学习

英语，而非为了学习而学习。毕竟英文只是工具，我

们的重点是使用工具，而非学习工具本身。

目前，我还在不时地重读这本书，以期寻找需要

了解或解决地部分，突破自己英文水平。建议那些从

未放弃学习英语的人，抽点时间看看这本工具书。相

信这会让你不再单纯去学习英语，而是真正的使用英

语，享受英语本应该带给自己的乐趣。

（作者单位为中水科技公司）

编辑：王晓

入理论，即input输入假说、i+1理论、Narrow input

理论。Krashen博士强调英语学习重点在于不断地使

用英语，把你的英语用起来，而不是简单的应试和练

习，就是要打破以背单词为核心，背了忘，忘了背；

语法无用论或语感重要论；口音纯正标准论；听力应

当只听标准音；背诵短文很有用等误区。《把英语用

起来》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非常易

于执行。

三、训练——逐步提高

《把英语用起来》更像是一本资源库，有效解决

了我在语音、语法和听力训练中的问题。

语音训练主要依靠《Am e r i c a n  A c c e n t 

在水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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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设美丽中国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是选

自十九大报告的第九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作该部分

报告时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

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

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以

下是这一部分的英译文，全文链接请见文末。

Speeding up Reform of the System for 

Developing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生态文明), 

and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Man and nature form a community of life; we, 

as human beings, must respect nature, follow its 

ways, and protect it. Only by observing (遵循) the 

laws of nature can mankind avoid costly blunders 

(失误犯错) in its exploitation (开发). Any harm we 

inflict (加害) on nature will eventually return to 

haunt (缠人) us. This is a reality we have to face.

The modernization that we pursue (追求) is one 

characterized by harmonious coexistence (共存)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addition to creating 

more material and cultural wealth to meet 

people's ever-increas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we need also to provide more quality ecological 

goods to meet people's ever-growing demands for 

a beautiful environment. We should, acting on the 

水科之声 2017 NO.6  总第121期

principles of prioritizing (优先考虑)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etting nature restore itself, develop spatial 

layouts (空间格局),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ways 

of work and life that help conserve resources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With this, we can 

restore the serenity (宁静), harmony, and beauty 

of nature.

1.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We will step up efforts to establish a 

legal and policy framework that promotes gr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promote a sound 

economic structure that facilitates green, low-

carbon, and circular development (循环发展). We 

will create a market-based system for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velop green finance, and 

spur (鼓励)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ies as well as 

clean production and clean energy industries. We 

will promote a revolution in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build an energy sector that 

is clean, low-carbon (低碳), safe, and efficient.

We will encourage conservation across the 

board (全面) and promote recycling, take action 

to get everyone conserving water, cut consumption 

of energy and materials, and establish linkages 

between the circular use of resources and 

英 语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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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in everyday 

life. We encourage simple, moderate, green, 

and low-carbon ways of life, and oppose (反对) 

extravagance (浪费) and excessive consumption. We 

will launch initiatives (行动) to make Party and 

government offices do better when it comes to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 eco-friendly families, 

schools, communities, and transport services.

2. Solving prominent (突出的)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e wil l get everyone involved (参与) 

in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and address 

environmental issues at the root (源头). We will 

continue our campaign (行动) to prevent and 

control air pollution to make our skies blue 

again. We will speed up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water pollution, and take comprehensive measures 

to improve river basins and offshore areas. We will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soil pollutio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polluted soil, intensify (强化)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pollution 

from non-point sources (面源污染), and take 

measures to improv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s. 

We will improve the treatment of solid waste and 

garbage.

We will enforce (实施) stricter pollutants 

discharge standards and see to it that polluters 

are held accountable. We will improve our 

systems for credibility (信用) assessment based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rformance, for 

mandatory (强制的) release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nd for imposing (施加) severe 

punishment for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违反). 

We will establish 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in which government takes the lead, 

enterprises assume main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public also participate. We 

will get actively involved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fulfill our commitments (承诺) on 

emissions reduction.

3. Intensifying the protection of ecosystems

We will carry out major projects to protect 

and restore key ecosystems, improve the system of 

shields (屏障) for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develop 

ecological corridors (走廊) and biodiversity (生物

多样性) protection networks,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our ecosystems. We 

will complete work on drawing redlines (红线) for 

protecting the ecosystems, designating permanent 

basic cropland, and delineating (划界) boundaries 

for urban development.

We will promote afforestation (绿化), take 

comprehensive steps to control desertification 

(沙漠化) ,  s tony de sert s  (石漠) ,  and so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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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osion, strengthen wetland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and better prevent and control 

geological disasters. We will improve the system 

for protecting natural forests, and turn more 

marginal (边远偏僻的) farmland into forests and 

grasslands. We will rigorously protect farmland 

and expand trials in crop rotation (轮作) and 

keeping land fallow (休耕). We will improve systems 

for regeneration of croplands, grasslands, forests, 

rivers, and lakes, and set up diversified market-

based mechanisms f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4. Reforming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ystem   

We wi l l strengthen overal l planning ,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for building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e will establish 

regulatory (监管) agencies to manage state-

owned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and monitor natural 

ecosystems, and impro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These agencies will, in a unified (统

一的) way, perform the duties of the owner of 

public-owned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the duties 

of regulating the use of all territorial space 

and protecting and restoring ecosystems, and 

the duties of monitoring the discharge of all 

pollutant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conducting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We will establish systems for developing 

and protecting territorial (国土) space, improve 

supporting policies on functional zones (功能区), 

and develop a nature reserves system composed 

mainly of national parks. We will take tough steps 

to stop and punish all activities that damage the 

environment.

What we are doing today to build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ll benefit generations 

to come. We should have a strong commitment 

to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work to 

develop a new model of modernization with humans 

develop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 We must do our 

generation's shar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英译文全文：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19thcp

cnationalcongress/2017-11/04/content_34115212.

htm)

    （国际合作处 蔡金栋 摘编）

                         编辑：杨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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