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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引水” 润泽山民

———修文县凉井片区 2204 户村民告别千年“水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波 杨继军 李强 文 / 图

在修文县 1075 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 分布着大小河流 16

条，流域面积达 798 平方公里，

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河流 250

米。 修文县水资源丰富，但因特

殊的地形地貌， 很多村镇有吃

水难的问题。

“十三五” 以来，修文持之

以恒做好“水” 文章，由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聚焦饮水安全

亲自谋划、调研，形成“主要领

导统筹抓、分管领导亲自抓、行

业主管部门具体抓、乡（镇）落

实抓” 的工作格局，成立农村饮

水安全分散式工程挂牌督战专

班，建立农村饮水安全日调度、

周通报机制，在全县形成“争比

赶超” 的浓厚氛围，统筹推进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

强化资金保障，坚持“干成

事、不出事” 的原则，让每一笔

项目资金都用到刀刃上； 因地

制宜抓好工程，攻克技术难题，

全力打通农村供水的 “最后一

公里” ； 常态长效抓好管养，严

格落实县乡村三级“河长制” ，

确保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管得

好、长收益” ……

五年时间， 修文县投入水

利建设资金 24.589 亿元。 建成

骨干水源桃源水库、金龙水库；

完成了蚌壳堰、 煤幺寨、 大煤

厂、小河、王官、林场及盐井冲

7 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建成城东水厂、扎佐三期水厂，

提升一城三片区 11.72 万城镇

人口供水保障能力； 实施小康

水、分散式供水等 133 项工程，

有效解决了 21.39 万农村人口

饮水问题。

修文县六桶镇凉井村在山顶，

山谷下是六广河，村与河之间的垂

直落差有 400 米。 河水不会自己

“爬坡” 流到村里，加上严重石漠

化和喀斯特地貌， 包括凉井村、保

山村、复兴村在内的整个凉井片区

的地质就像一个天然漏斗，地表水

难以保存，村民们祖祖辈辈“守着

大河没水吃” 。

2020 年 5 月 27 日， 凉井村没

水吃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贵阳市、修文县统筹市县两级

资金，经过 66 天鏖战，在悬崖上凿

壁铺管 1300 多米， 通过加压提升

净化消毒，让六广河水流进凉井片

区 2204 户村民家中。

告别吃水难后， 凉井村大变

样， 村里办起农产品深加工合作

社，外出打工的村民回乡发展。 目

前， 凉井片区新建了 4 个大型养

殖场。 凉井村党支部书记周国亮

说，从通水那一天开始，凉井片区

迎来了“以水聚财” 的好日子。

没到过凉井村，想象不到水

与村民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联

系如此密切。

2020 年 12 月中旬， 贵阳市

部分地区出现凝冻，前往凉井村

的 Y053 乡道已结冰， 位于山顶

的凉井村与外界断了来往。

“这里容易凝冻，缺水喝的

时候， 鞋底绑上麻绳也要去挑

水。” 凉井村村民汤明才说，去年

安了自来水管后，“溜冰挑水”

成了村民的记忆。

因为都缺水，凉井村和附近

的保山村、复兴村，在 2020 年进

行分散式供水巩固提升工程时，

被统一叫做凉井片区。 在地理环

境上， 三个村喀斯特地貌突出，

地表存不住水，凉井村甚至没有

一块水田。

一谈到 “水” ，56 岁的凉井

村党支部书记周国亮五味杂陈。

他说，在垂直距离不到 400 米的

山谷下， 是乌江的上游六广河。

大河就在眼前，凉井村村民却无

法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下谷的坡

很陡，人要扶着才能下去，更别

说挑水了。 村民要吃水，只能去

距离村庄两公里外的落水洞挑

水，那里有一个出水口，长年不

会干。

“家家户户， 不分男娃女

娃，10 来岁就要挑水。 ” 周国亮

说，小时候一桶水挑不动，要么

两兄弟一起抬，要么挑半桶。 走

在山间小路上， 一不小心水桶

就会因磕碰漏水， 这时只能挖

块泥巴堵住漏水点， 加快脚步

往家里赶。

凉井村的饮水问题，在近三

十年间渐渐发生了转变。

上世纪 90 年代， 政府出资

在村里修了 8 个大水池，凉井村

进入吃“望天水” 的时代；2000

年前后，村民的茅草房改成了水

泥房，屋顶建起小水池；2006 年，

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很多村民家

里建起 30 立方米的小水窖 ；

2010 年开始，一到缺水严重的季

节， 镇政府会安排车辆送水，保

障村民的基本用水。

即便如此，凉井片区仍没有

摆脱“全家人共用一盆水、废水

再喂牲口” 的缺水困境。因为水，

村民与村民、村寨与村寨之间生

出了不少事， 甚至大打出手，但

也有温暖的场景，“村里有一户

残疾人，子女不在身边，周边邻

居会主动帮她挑水。” 周国亮说，

水， 关联着凉井片区的每一根

“神经” 。

村民守着大河没水吃

凉井村临崖的山顶上，以

前立了一块石碑， 该处也被当

地人叫做立碑岩。 石碑早已损

坏，去年又新立了一块，上面刻

着“饮水思源感党恩，战天斗地

解民困” 。

立碑岩是凉井村一览六广

河的最佳位置。 站在立碑岩远

望， 对岸河面上停泊着船只，农

房沿河而建。

“以前，我们羡慕对面的村

民，家门口就有水吃。 ” 凉井村

村民贾佐军说，凉井村与毕节金

沙县化觉镇隔河相望。 以前，凉

井村人从立碑岩沿着小路走到

山谷下，然后乘坐渡船到对岸去

赶集。 那时，村民去赶集都要随

身携带一个塑料瓶，回程时装上

一瓶河水，爬山途中解渴。

“现在，你从化觉镇往凉井

村看，悬崖上多了一条土黄色的

线条，直接通到了山顶。” 贾佐军

说，这是打破“天堑” ，在绝壁上

建起的 1300 米引水管道。

为了解决凉井片区的饮水

问题，贵阳市、修文县统筹市县

两级资金， 于 2020 年 3 月 22 日

启动凉井片区分散式供水巩固

提升工程。

“悬崖上作业， 危险系数

大。 ” 周国亮说，当时，修文县委

书记冒雨赶到现场调研，并要求

“既要保进度， 也要保证施工人

员的安全” 。

悬崖上作业，困难重重。 陆

路不通，改走水路运建材；没有

山路， 开来挖机绝壁凿路 1.7

公里；挖机走不了，建设工人依

山就势， 合力将 250 多公斤重

的压力钢管按时运送到位、铺

设焊接……

耗资 1300 余万元， 鏖战 66

天， 近百名施工人员在绝壁上，

打通了凉井片区供水的“最后一

公里” 。 建立二级泵站、 高位水

池，加压抽水、净化消毒，清凉的

六广河水流进了凉井片区 2204

户 6721 名村民的家中。

“终于盼来自来水。 ” 村民汤

波说，有了自来水，村里好几个家

庭装上了抽水马桶和热水器。

“以前连水都没有，娶媳妇

都是难事。 ” 50 多岁的村委会主

任贾佐益说，因为缺水，外村人多

少有点“嫌弃” 凉井片区，和他一

辈的几个村民至今还是单身，小

一辈的也常埋怨老家的环境。

“这水造福子孙啊。 ” 说起

2020 年绝壁上引来的 “小康

水” ，贾佐益露出了笑容。

悬崖绝壁引来“小康水”

在 2020 年的最后一天，汤波

的妻子熬了一大盆猪油。 “前天

才把 400 多斤的大肥猪杀了，今

年我们又养了 10 头小猪仔。 ” 她

说，没通自来水之前，村里没人敢

养这么多牲口。

通自来水后，凉井村村民汤

明才也扩大了牛圈，从 2 头牛养

到 10 头牛，去年底卖了 4 头。

村民有了新变化，村子也有

了新气象。

这几年， 周国亮没少为村里

的发展犯愁。他找到很多企业，希

望他们到凉井村投资， 但一听说

凉井村缺水，谁也不敢来。周国亮

说， 凉井村虽然完成了脱贫攻坚

任务，但想进一步发展，带动村民

致富，仍缺乏产业的带动。

通水后， 凉井片区办起了 4

个大型养殖企业，通过“村集体 +

农户” 的模式，养殖蛋鸡 6000 羽，

带动 28 户贫困户增收 3000 元以

上；肉牛、生猪养殖方面，2021 年

预计出栏量能达到 1 万头， 还有

企业有意到凉井片区发展。

凉井村黎永德四兄弟，往年

在贵阳做工程，2020 年都回到

老家， 在村里建起了生猪养殖

场。“我们的养殖场一天要消耗

40 吨水，要是没有自来水，猪都

要渴死。 ” 黎永德说，现在养殖

场大的生猪已经有 200 斤，以目

前的情况来看， 生猪的生长很

好。 等今年 3 月第一批 1000 头

生猪出栏后，还想再扩大养殖规

模。

去年，凉井村建起农产品加

工厂房，成立了凉井村深加工合

作社。 在这里，凉井村农家腊肉、

豆腐干等优质农产品进行真空

包装后，通过网络电商、商超等

渠道销售。

“以后我们还要做李子干、

猕猴桃干。 ” 周国亮说，有了水

后，凉井村的发展肯定会更好。

凉井片区因水聚财

■延伸阅读

修文县 21 万农村居民

喝上“放心水”

悬崖上凿壁铺设的引水管道。

凉井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小型水窖。

凉井村办起了农产品深加工合作社。

近期， 被媒体广泛关注的

“蓝色香葱” 一度引发热议。这些

香葱上的蓝色物质究竟是不是农

药残留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1月 11 日，记者带着疑问走

访了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相关媒体报道后，市场监管部

门迅速组织对‘蓝色香葱’ 进行

排查， 并立即责令暂停销售，同

时立即委托贵州省检测技术研

究应用中心，对云岩区、观山湖

区等地的农贸市场， 花溪物流

园，修文扎佐物流园及贵阳市各

类批发市场的香葱进行抽样，对

20 个香葱样品进行专项检测。”

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张妮

说。 1 月 10 日贵州省检测技术

研究应用中心分析报告形成后，

贵阳市食安办立即组织召开食

品安全风险分析研判会议，对附

着在香葱上的蓝色物质存在原

因及危害风险进行分析，与会专

家研判分析认为，“蓝色香葱”

危害风险较低。

当日上午 10 点，记者走访

了贵州省检测技术研究应用中

心，该中心检测专家李占彬说：

“通过对 20 个香葱样品检测结

果分析，6 个样品（纸巾擦拭无

色 ） 检 测 出 来 的 铜 含 量 为

0.456mg/kg 至 0.689mg/kg， 含

量值与香葱自身营养成分相

当；其余 14 个样品（纸巾擦拭

有 蓝 色 物 质 ） 铜 含 量 达

1.23mg/kg 至 3.68mg/kg， 含量

值高于香葱自身营养成分 （营

养成分来源：《中国食物成分

表》），可能使用波尔多液或蓝

矾（五水硫酸铜）。 另外，此 20

个样品均未检出咯菌腈、 四聚

乙醛、果绿色（复配着色剂）等

成分。 五水硫酸铜，也称硫酸铜

晶体，俗称蓝矾、胆矾或铜矾，

是分布很广的一种硫酸盐矿

物。 波尔多液是一种无机铜素

杀菌剂，由硫酸铜、熟石灰和水

配制成的天蓝色胶状悬浊液，

其有效成分为碱式硫酸铜，可

防止病菌侵染， 并能促使叶色

浓绿、生长健壮等。 该制剂具有

杀菌谱广、持效期长、病菌不会

产生抗性、 对人和畜低毒等特

点。 ”

根据 《WS/T� 578.3-2017�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

量第 3 部分：微量元素》建议，

铜 的 摄 入 量 最 大 耐 受 限

8.0mg/d， 此次送检的 20 个香

葱样品按每日铜含量来源只从

香葱中摄入计算， 需食用 2.17

公斤香葱才能超出铜的每日最

大耐受限值， 与实际消费和日

常食用量相差甚远。 该中心检

测专家还表示， 硫酸铜易溶于

水， 市民只要将香葱用清水冲

洗两三遍， 就能去掉大部分残

留物。

随后，记者走访了贵阳市卫

生健康局， 详细了解 “蓝色香

葱” 是否存在造成消费者身体

伤害的情况。 “目前，各级医院

尚未接到因食用‘蓝色香葱’ 出

现身体不适症状的病例。 ” 市卫

生健康局有关负责人陈刚说。

记者还走访了贵阳市农业

农村局。“根据香葱种植基地使

用农药情况， 香葱种植基地常

用农药大致为波尔多液、 四聚

乙醛、 精甲霜灵等 20 余种，其

中 14 种显示蓝色。 ” 市农业农

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负

责人肖淑良说， 目前正按照省

农村农业厅的统一部署， 对贵

阳市本地的香葱生产基地进行

安全隐患大排查， 暂未发现有

喷洒蓝矾（五水硫酸铜）或波

尔多液的现象。

据介绍， 贵阳市市场监管

部门、农业部门、卫生健康部门

联合开展相关调查工作， 将进

一步完善食用农产品市场准

入准出制度， 强化食用农产品

从种植、 加工到销售的全链条

监管， 督促落实食用农产品各

环节的企业主体责任， 强化执

法打击力度， 让广大市民群众

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蓝色香葱” 危害风险低

市民不用谈“葱” 色变

本报讯 近日， 记者从贵

阳市生态环境局获悉，“十四

五” 期间， 贵阳市将加快构建

“生态环境一本账、环境管理一

张图、污染监督一张网” 的生态

环境管理系统和现代环境治理

体系，持续加大污染治理力度，

依托城市山脉、水系、绿地，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提

升资源环境承载力， 持续优化

自然生态格局。

未来五年， 贵阳市将持续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以臭氧污

染防治为重点， 持续深入实施

细颗粒物、 挥发性有机物等多

污染物协同控制和综合治理；

重点治理城乡生活环境， 推进

城镇污水管网全覆盖与污水处

理设施提质增效； 实施源头预

防、风险管控、治理修复措施，

确保土壤环境安全； 强化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与监管， 推进化

肥农药减量化， 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积极

推进“无废城市” 建设；健全生

态环境保护监管体系和应急体

系， 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计划， 有效防范和化解

生态环境风险， 坚决守住生态

环境的安全边界。

同时， 以推进贵阳贵安融

合发展为主线， 深入实施大生

态战略行动， 优化区域空间布

局与产业结构， 促进贵阳市产

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形

成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强大内

生动力。 加强协同治理、一体保

护、同保共享和引领示范，提升

区域生态环境安全水平， 助推

贵阳市大能级城市建设。 建立

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坚持

源头预防、 过程控制、 损害赔

偿、责任追究，加快构建“党委

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

会组织和公众参与” 的现代环

境治理体系， 推进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此外，实施“三线一单” 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 建立以规划

环评和项目环评为环境准入关

口， 以排污许可为企业运行守

法依据， 以执法督察为环境监

管兜底的全过程环境管理框

架。 建立健全贵阳贵安生态环

境共保联治机制。 强化生态文

明统筹， 完善生态文明体系，

扩大生态文明参与面， 争创和

巩固生态文明试点示范， 构建

生态文明共建共治共享新格

局，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

台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章婧）

“十四五” 期间———

贵阳将加快构建生态环境管理系统

和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市民反映】黔灵山路贵

阳一中路段由于接送学生车辆

较多，长期拥堵严重，并影响相

邻道路交通， 请交管部门取消

停车设置或采取有效方法解决

该路段的拥堵问题。

【部门回复】贵阳市公安

交通管理局： 贵阳一中门口有

监控抓拍， 对违停进行抓拍取

证；因学校周边停车资源不足，

为便于家长接送学生， 在集中

上放学时段允许接送学生车辆

单排顺向临时停放， 对双排停

放的坚决处罚。

另外，在集中上放学时段，

我局辖区八分局会安排警力在

该区域值守， 进行交通疏导及

秩序维护。

为提升周边路口通行能

力， 我局辖区八分局已将黔灵

山路与金阳南路交叉口、 黔灵

山路与长岭南路交叉口交通组

织优化改造措施上报至市交管

局及观山湖区人民政府， 待通

过后即可拟订方案实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政 整理

黔灵山路贵阳一中路段拥堵严重

交警部门：坚决处罚车辆违停；交通

优化改造措施已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