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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是指通过兴修为农业服务的水利

设施，来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农田水利是

农业、农村经济的基础性设施，是发展农业的物质基础，是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950 年，毛泽东根据我国

农民群众长期以来的生产实践经验和科学研究成果，就农

作物的增产和农业发展问题，用 8 个字加以概括，科学地提

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其中就有一个“水”字，“水”就是兴修

水利或说是农田水利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的

旱灾是经常性的、普遍性的，为了战胜旱灾，恢复与发展农

业生产，稳定农村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黔东南

地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
动性与创造性，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同时兴修水利的过程中积累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对当前

黔东南地区战胜旱灾及农田水利建设仍然有着积极的指导

意义。
一、旱灾成因及概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的旱灾频繁有其自然和

社会方面的原因。首先，自然条件是旱灾的重要原因。黔东

南属于高原多山地带，此地降水虽丰富，但降水年际变化

大，并且地势崎岖，相对高差大，难以利用，河流多属雨源性

山溪河流，易涨易落。因此，水利资源利用率极低。再加以生

态环境的破坏和一些年份气候异常，就会出现水旱灾害。该

地农谚有“五日无雨小灾、十日无雨大旱”、“有雨则涝灾、无
雨则旱灾”的说法。其次，近代以来黔东南地区社会经济仍

然以小农经济为主，生产规模狭小，资金匮乏，生产技术和

工具落后，只能保持低水平的简单再生产。建立在这种经济

水平之上的农田水利设施是落后的、不健全的，况且此地多

山地和高原的条件也限制了农田水利的兴修。
干旱在黔东南一年四季均有发生，危害严重的是夏旱，

其次是春旱。夏旱发生在 6 月至 8 月，正是水稻生长期，也

是晚苞谷出现天花、结籽期，危害极大。新中国成立初期，夏

旱出现于 1951 年、1952 年、1954 年。春旱发生在 4、5 月份，

正是小麦灌浆、油菜结夹、水稻播种和移栽的季节，黔东南

地区在 1951 年、1952 年、1953 年、1955 年这几年春旱都较

严重。①黔东南地区，流传着“年年都有六月旱，不是大旱是

小旱”的说法。如 1952 年夏，各县又严重地受到了旱灾袭

击，庄稼枯黄，秋收无望。被灾的地区是相当广泛、相当严重

的，除台江外，11 个县都感受到旱灾的威胁，例如岑巩县思

旸镇受旱面积占全镇的 13.9%，这说明了当时旱灾的严重

性。②

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水旱灾交替出现，尤以旱

灾影响为大。因为山多平地少，望天水田很多，若是一遇到

旱灾就靠一些塘、井、河流，用简陋的水车、龙骨车、水桶提

水保苗，没有上述办法，庄稼也就只有旱死，所以要想增产，

必须大力兴修水利。农田水利，防害兴利，是保障农业丰收

的基本条件。
二、农田水利的兴修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夫水，聚之则为害，而散之则为

利；用之则为利，弃之则为害。”③水利兴则农业盛，水利废则

农业衰。自古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就重视农田水利事业。“兴

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④农田水利事业发展与

否，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兴衰，而农业的兴衰，又决定着

农民生产、生活的状况以及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否，也影响着

政权的巩固。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战胜严重的旱灾，黔东

南地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农田水利设施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和保

障，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

长、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陈云 1951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宣传会议上强调水利建设的重要，他指出：发展农业是当前

头等大事，当前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兴修水利，防止水旱

灾害，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⑤1951 年 2 月，

政务院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农林生产的决定》，在

水利兴修方面规定：“奖励兴修水利，因兴修水利而提高产

量，属于群众自己出资合作兴办者，其产量提高部分五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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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改订常年应产量，亦不增加公粮负担，属于国家出资兴

办者，其产量提高部分，三年以内不改订常年应产量，亦不

增加公粮负担。”⑥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的各族人民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整修和

兴办农村中的塘、沟、堰、坝、水井等小型农田水利，其范围

主要为费款不多、费力不大、技术性较低、确有成功及受益

把握的工程。
1952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举行政务会议，通过

了《关于大力开展群众性的防旱、抗旱运动的指示》，接着，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证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防旱、抗
旱决定的指示》，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遵照实行，并且

还成立了中央生产防旱、抗旱办公室，加强对兴修水利和防

旱抗旱运动的领导。1952 年，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和西南的农

林生产政策及防旱、抗旱的指示，贵州省加强组织领导，强

调凡有旱象的地区，应即遵照中央指示，由当地行政首长亲

自负责，组织生产防旱办公室，负责领导，逐级汇报情况，随

时解决问题。省、专、县各级政府应组织一定力量，深入区、
村检查推动春耕生产及防旱、抗旱工作，并结合防备春荒一

并检查督促。同时，还成立了贵州省人民政府生产防旱办公

室，并命令各专区人民政府于 3 月 20 日以前一律成立专区

生产防旱办公室。根据上级指示和水利工程基本方针，为了

发展农业生产，黔东南地区大力发展小型农田水利，结合当

地实际情况，选择适当地点重点举办，如山地无水源地区，

重点是普遍的挖塘，如地势许可尽量挖大塘；在三面环山或

其他适当地区，可以酌筑小型水库；在平地找得到水源的地

区，可以开引水沟或排水沟；在沿河地区，则应尽量地推广

提水工具。另外还要积极发动群众寻找水源，预先兴修小型

水利工程，为生产防旱打下基础。为指导抗旱防旱及农业生

产工作，镇远专区人民政府在 1952 年 3 月 22 日正式成立

全区生产防旱办公室，由李健民专员兼任主任。在专署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督导队的指导下，各行政村都成立了水利委

员会。旱灾发生后，各地还以行政村为单位召开村干、积极

分子参加的紧急会议，然后分头召开群众会，领导和教育干

部、群众总结以往兴修水利防旱抗旱的经验教训，增强战胜

旱灾的信心。
农田水利是一项季节性的工作，只有抓紧农闲，大力发

动群众结合中心工作，做好水利工作，才能保证粮食增产。
在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下，各地积极进行抗旱兴修水利，如

雷山县 1952 年 4 月召开的生产防旱代表会议，旨在发动群

众防旱备荒，大力兴修小型农田水利，并要求 1952 年完成

8%的增产任务。1952 年春，榕江车江乡第六村群众在县农

林科的领导下，积极兴修迫望和八宫冲溪两条水沟，来防备

旱灾，保证增产。前者是一条荒沟，修好后，可灌田千石（一

种面积计算单位，具体数量各地不一）。⑦施秉县广大农民在

兴修农田水利的工作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仅根据一个

乡的初步统计，共开塘 5 座，筑堰 7 个，兴修和整修了 73 条

水沟，保证了 3100 多挑（当地的一种计量单位，1 挑约折合

0.29 亩）水田的增产，把 2700 多挑旱田变成了水田，可增产

稻谷 4 万多斤。⑧截至 1952 年 6 月，单以兴修水利一项而

言，根据黄平、炉山、施秉、岑巩、三穗等六县不完全统计，新

修的水利工程可灌田 1022519 挑，较原有水利设施功效增

加一倍半。⑨

俗谚云：“只靠双手不靠天，修好水利利千年。”兴修水

利、发展水利事业是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增产的重

要手段。因之，在土地改革前后，黔东南地区的各级党政部

门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建设，成立抗旱机构，发布了一系列抗

旱和兴修水利的指示、政令，采取了及时、有力的措施，对解

放前兴修的一些水利工程如山塘、堰、渠等进行维修，使其

继续发挥效益。这一时期，各地根据山区有水水灾、无水旱

灾的特点，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主要发展花工少、收效快的

山溪水、泉水引水工程和一些小山塘、小水库，这都是当时

防旱防涝的重要办法。各地还成立农田水利协会，若遇旱灾

出现，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抗旱，拨款及调运物资，组织

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抗旱减灾运动。总之，在国民

经济恢复时期，全区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大力兴修水利，开

展抗旱保苗运动，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灌溉用水的不足，

为农业旱涝保收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这对保证农业增

产任务的完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合作化运动时期

此一时期，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黔东南地

区人民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农田水

利建设，颁行了一系列方针措施，充分发动群众，兴修了更

多的水利工程，农田灌溉面积显著增加。农田水利的兴修，

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对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也起

了积极的作用。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党和政府仍非常重视农业

生产。1953 年 3 月，毛泽东在对解决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
题时作出批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

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

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

免。”⑩农田水利是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是农业发展的命脉。
农业的进步发展与农田水利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

系。建国头三年，黔东南地区农田水利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

的成就，但总的说来，农村水利设施仍比较脆弱，农田水利

化程度低，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因而加强农田水

利工程建设任重而道远。
1953 年 6 月上旬开始，黔东南地区各县已呈现不同程

度的旱灾，镇远地委适时发出抗旱保苗的紧急指示，要求各

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抗旱工作，集中力量抗旱保苗。之后，

各级干部都深入田间，领导群众抗旱保苗，寻找水源，并具

体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各地通过群众性的修补和新修水利，

减轻了灾害的损失。如三穗县县委书记，经常深入乡村，了

解水源，在兴修第一区角水村灌溉工程时，亲自动手打椿，

在修城关大埝时抽调五十余个干部发动群众。根据不完全

统计，黔东南地区 1953 年 7 月一个月兴修水利工程受益面

积约达 45000 市亩，整修了许多旧有水利工程，发展了不少

提水工具，同时在管理养护、合理用水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11

互助组发挥集体力量，带动群众兴修水利，搞好水利养

护，战胜了旱灾。因而，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是搞好水利工

作的重要环节。同时，兴修水利，对互助合作运动有直接促

进作用。因为兴修水利不是一家一户所能单独完成的，只有

把群众组织起来，通过这一集体劳动，使群众自觉地感觉到

互助合作的好处，才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个体农民通

过兴修水利，亲身参加了评工记分，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好

处，就能主动的加入互助组、合作社。互助组不健全的通过

兴修水利，充实了内容，而变得巩固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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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3 月，省农林厅对水利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各地

寻找水源，兴修水利。指示强调说：水利是丰产的重要保证

之一，大家要趁初春还不是很忙的时候做好水利工作。由于

水利是群众性的，须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来进行，才能做

好。寻找水源是兴修水利的第一步，各地在寻找到新水源

后，要勘察水量、能灌田多少，并审时度势谨慎进行，不可盲

目施工，以免造成浪费和损失。根据省农林厅的指示，黔东

南各地召开了互助组长、村干、团员积极分子会议，总结了

去年防旱抗旱的经验教训，制订了兴修水利的计划，推动村

干、互助组长、团员积极分子去发动群众，兴修水利。
1954 年，锦屏县亮江机灌站建成使用，灌溉面积一千多

亩，是黔东南境内第一个机械提水站。1955 年 4 月，岑巩县

羊坪乡祝坝水库竣工，设计库容为二十多万立方米，这是解

放后黔东南境内建成的第一座水库。这些水利设施的兴建，

扩大了灌溉面积，对农业的增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水利建设，既能够扩大灌溉面积，促进农作物的增产，

又能够防止水旱灾害，避免农作物的减产。许多水利设施，

只要有几年增产或减灾的受益，就能抵偿水利的投资。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黔东南各地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依靠

互助合作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向旱灾进行斗争，以事实教育

群众，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新修了许多小型农田水利，

增补了提水工程，加强了管理养护，解决了用水纠纷，扩大

了灌溉效能，减轻了旱灾威胁，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保证

了农业的丰收丰产。至 1957 年，境内稻田有效灌溉面积由

1952 年的 58.34 万亩，扩大到 85.97 万亩，增加 47.4%；旱涝

保收面积由 18.97 万亩，扩大到 39.34 万亩，增加 108.47%。
13

水利对于农业十分重要，俗话说：“收与不收在于水，多

收少收在于肥。”但是，由于个体农户势单力薄，资金缺乏，

难于进行水利建设。合作化是兴修水利实现增产的保证。
“1955—1956 年第一次成立起来的合作社，后来在 1958 年

成立的人民公社，其主要的一个经济原因，就是使干部能借

以动员农村的劳动力参加当地的水利建设。”14在生产抗旱

中，人少单干都很难收到效果，困难亦不少，只有组织起来，

在互助合作中困难才能得到解决，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同

时，防旱抗旱运动又巩固、扩大了互相合作给织，推动了合

作化运动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合作化运动中，黔东南地区

各级党政机关在兴修农田水利的领导工作中，不同程度地

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以致在不少地

区发生发展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的现象，结果造成

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水利工程效益也不高。在合作化的

高潮中，这也是难免的。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黔东南

地处山区，农业的基础比较薄弱，技术落后，基本上是靠天

吃饭。因此，积极广泛地兴修农田水利，是恢复和扩大农业

生产，提高农田的抗灾能力和单位面积产量，防治水旱灾害

的最有效的一项措施。建国后，黔东南地区党和政府把水利

建设作为农田基本建设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兴建以引水为

主的群众性的小型蓄水和引水工程。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

下，组织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垦复荒田，兴

修水利，根据各地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大量地举办受益

几十亩到几百亩的小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因为这种工程

是分散的，建设较易，可以组织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

农民群众来分头进行。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的水利建设在各级

党政部门的领导下，与解放前相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

面着手整顿恢复旧有灌溉工程，一面大力扶助农民兴修各

种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工程，特别是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

开展，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在党的领导下，各地充

分发动群众，采用大兵团、大协作、大会战或农田基本建设

专业队等形式，大量修建农田水利工程，初步实现了“遇旱

有水、遇涝排水”的目标，减轻了水旱灾害带来的损失，有力

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6 年，黔东南 16 个县的粮食

生产比 1952 年增长 34.65%，比 1950 年增长 49%，单位面

积产量比 1950 年增长 16.7%；其它生产也有相当的增加。15

农田水利建设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各族人民的收入

较之解放前有了显著的增加，生活有了相当的改善和提高。
另外，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在农田水利建设的过程

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如从实际出发、科学寻找水源、
勘察地形、重视发动群众、量力而行等，这对当前该地区的

战胜旱灾及农田水利建设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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