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了解，恒源发电厂是在
2006年由赤水镇政府招商引资引
入，2008年修建完成。2009年夏
季，正值当地水稻灌溉高峰期，因
为发电用水导致灌溉用水不足，
导致当地村民减产，不少村民上
山守水并多次上访到县上。经过
协调，水电站投资方答应赔偿斜
口村2社村民误工费和粮食损失
共39500元。

村民张洪辉说，此后，在2010
年至2011年发电期间，由于水电
站方私自将安基囤水库的水投放
发电，2011年本就干旱，导致农用
灌溉用水严重不足，当年水稻大
幅减产，“有的甚至绝收。”张洪辉
说，他们统计过，当年全村粮食减
产约24万斤。

张洪辉介绍，2013年春期，水
电站又因发电与当地村民多次发
生冲突，村民们将水电站引水的
渠道强行封掉，为此，村民曹清友
等5人因涉嫌故意损坏公私财物

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曹清友
后经检察院批准被执行逮捕，被
羁押7个多月。

而后，该水电站一直处于歇
业状态。直到今年9月中旬，恒源
电厂又开始启用，引水发电。在
发电前，两名自称将接手恒源电
厂的合伙人，杨均昌和赵强海曾
带人挨家挨户走过，要求村民们
签名同意发电。

对此，赤水镇镇政府表示，水
电站发电前未曾与政府有过任何
交涉，对此并不知情，甚至包括电
站新股东是哪些也不清楚。镇上
也是听闻村民与电站方的纠纷，
才下村与村民、电站相关负责人
取得联系，获晓情况。

如今，恒源电厂仍在正常发
电运行中，当地村民情绪普遍低
落。张洪辉表示，按照这种发电
速度，村上背水喝的村民会越来
越多，明年春耕生产能否得到保
证，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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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看着儿媳背着背篓送来
了水，78岁的王泽材走出堂屋门口，用
双手捂住眼睛泣不成声……见此，儿媳
张文芬忍不住落泪，不停安慰道：“水给
您老人家背来了，有水喝，莫要哭了。”

背水喝，在王泽材的记忆中，恐怕得
倒回去50年。王泽材家住叙永县赤水
镇斜口村（此前叫土桥村）2社，这里位于
叙永最南端干燥的赤水河河谷，海拔落
差大，上世纪60年代以前，村民生产生
活用水基本靠天。

改变从1966年开始，为了解决用水
难题，老一辈村民从当年7月起，自筹粮
食12.4万多斤、现金1万多元，自制石灰
17万多斤、炸药14吨、雷管5万多发，共
投工投劳 33.32 万个，用了 4年零 9个
月，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崇山峻岭之中，打

通明岩14处、隧道1处，修建了一条长约
17公里的生命之渠——土桥大堰。

王泽材是参与修建的村民之一，当
年的艰辛苦楚时至今日还历历在目。他
回忆，当年为了修建土桥大堰，在4年零
9个月的工期中，先后有9位村民坠落悬
崖死亡，有的至今未找到尸体。土桥大
堰修好后，曾任土桥村支书的路运学清
晰地记得，大堰投用的第一年，村里粮食
产量翻了一番，投用第二年，粮食产量翻
了四番。

建成后的土桥大堰被沿用至今，被
村民称为“生命泉”，但王泽材怎么也没
想到，年轻时一手一锤凿出的土桥大堰，
年老后的自己却喝不上这里的水了，“都
是因为村里引进一个啥子水电站，为了
发电，9月中旬，就把大堰的水拦截了。”

记者调查发现：泸州叙永县赤水镇水务系统一工作人员竟是水电站股东

私营水电站
截断山村“生命泉”

有当地水务系统
工作人员和家属
入股水电站
廖光其和李子常都是当时

叙永县水务系统具体参与此项
目的工作人员。然而，斜口村
村民提供了一份2013年8月6
日提交的省长信箱来信（编号：
201300014282），2013 年 9 月
17日省长信箱回复内容显示：
恒源电厂的股东所有人，廖光
其之妻赵晓琴、李子常之妻李
惠英都曾经是股东之一。当
时，廖光其任叙永县水务局水
保办主任，李子常任赤水镇水
务站站长，二人均参与了水电
站前期可行性调研工作。

这封省长回信在最后写
道：“鉴于二人属于水务系统工
作人员，其家属在其管辖范围
内投资经营水电企业属于不合
理行为。由叙永县水务局对廖
光其和李子常的行为进行纠
正。”

记者尝试登录省长信箱查
询回复信息，但由于时间间隔
较长，当初的账号已不能再登
录。记者又尝试从当地纪委核
实省长信箱回复是否核实，但
截至发稿，叙永县纪委暂未回
话。

对于“家属入股”的事，廖
光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予以否
认，称未曾有家属入股，只是和
股东比较熟悉。

之后，记者通过查询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得知，
叙永县恒源电厂一共报送了
2013、2014 和 2015 年三个年
度的年报，年报内容显示企业
经营状态为：歇业。在歇业期
间，该企业曾三度变更股东信
息。李子常之妻李惠英曾在股
东之列，而变更之后，作为当地
水务工作人员的李子常又成为
了股东之一。而网站上的信息
并不详细，不能知晓廖光其之
妻赵晓琴是否曾为股东。

对于自己的“股东身份”，
李子常并未正面回答记者，只
是表示“股东只有三个人：廖建
国、郭庭伟和廖四”。

记 者 调 查

既然当地村民用水如此困难，
那当时的镇政府又是出于什么样
的考虑要在斜口村引进水电站呢？

由于时间较长，当年涉及到
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几乎都不在原
岗位，或是已经调离。但众多斜
口村村民表示，土桥大堰归属集
体所有，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在
签订建水电站协议之前，村上未
曾召开过任何村民大会，签订后
也未有任何公示公告，除了参与
签名的干部和代表群众，村民们
并不知情。

按照当年要求，在村上建小型
水电站，取水需经县上水利部门审
批。也就是说，当年的斜口村能够

引进恒源电厂，是经过相关水利部
门的调研的。对此，时任赤水镇水
务站站长的李子常表示，从调研了
解来看，水电站发电与当地村民用
水并不存在太大的冲突问题，而最
大的问题是“水电站方和村民沟通
不到位，存在沟通障碍”。

李子常的这一说法得到时任
叙永县水务局水保办主任廖光其
的证实，廖光其介绍，赤水镇准备
在斜口村引进水电站时，县上水
利部门曾进行过比较专业严谨的
前期调研。从调研结果来看，斜口
村水资源比较丰富，加之当时政策
支持，在该地建一个小型水电站是
完全可行的。

水电站将本该流入土桥大堰的水拦到了电站蓄水池中。

第五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开幕
刘晓峰出席开幕式 尹力王志刚王国强张奇致辞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胡彦殊
张岚 李欣忆）10月23日，第五届中医药现代
化国际科技大会在成都开幕。全国政协副
主席刘晓峰出席开幕式。省委副书记、省长
尹力，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国
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
长王国强，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药部主任张

奇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大会将围绕“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大健康

产业”主题举办“政府论坛”“中医药理论传
承创新与应用”“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中
药质量保障与提升”“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
发展”等研讨和科技成果发布对接活动。

（下转02版）

两个月以来，泸州市叙永县赤水镇斜口村2社村民张洪辉一直在为
村上一个水电站的事发愁，因为这个水电站“截断”了村里十几户人的
用水来源……

事情源于今年7月，斜口村村民被告知歇业3年的水电站将在9月
启用，这意味着：水电站将拦截土桥大堰的水作动力发电，而这里的水
一直是斜口村6个社、300多户农家、近2000名村民赖以生存的水源，也
是他们灌溉用水的主要渠道，不少村民提出反对意见。

但9月中旬，这个名叫“叙永县恒源电厂”的水电站依然如期启用。
当地部分村民在其发电一周后就出现家中断水的情况，他们不得不通
过崎岖的山路下山背水喝。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徐庆
摄影 熊健

舆 论 敏 感 度 监 督 能 见 度

水电站新合伙人杨均昌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介绍，这个电厂当初投资近800
万元，原股东因为多年亏损，准备以500
万元的价格出手，自己和另外三个股东
正是看中了便宜才会接手。而对于恒源
电厂是否具备所有合法手续一事，杨均
昌称并不十分了解，记者为此采访了另
一位准备接手的股东易兴开。

易兴开介绍，目前，电厂涉及到的工
商执照、取水审批等相关手续都有且合
法，而自己也是才了解到水电站还涉及
一部分土地手续不齐全，“但也是此前整
个县域大环境所致”，目前，也正在积极

地办理合法手续中。
对于为何手续不齐全就要强行发

电，易兴开在回复副镇长刘永奎时曾表
示：电厂已经几年未使用，自己若要接
手，需要核实电厂能否正常运行发电，这
一个多月属于“试运行”阶段。

而对于发电导致村民用水困难的情
况，易兴开表示，他们也正在想办法，如
何将水源精准引进村户，“绝对不会出现
与村民抢水用的情况。”易兴开说，比如，
他们预想过安装水管，从土桥大堰直接
将水精准分入村民家，“但需要村民配
合。”

除了水渠和天上的雨水，住在山上
的王泽材没有任何水源。儿媳背来的一
桶水，他一个人省着能用5天，“洗脸洗
脚水都要喂牲畜，莫得办法了。”王泽材
哽咽着说。

10月 14日，叙永县赤水镇下着细
雨，在王泽登家的坝子里，放着自家所有
的桶和能储水的锅。为了储水，王泽登
特意买了一个2米多高的不锈钢储水
桶，“哪里有水就舀起来，下雨了也要接
着存起来。”王泽登说。

张洪辉介绍，2社一共有40多户农
家，发电1个月左右，已经有十多户农家
开始四处寻水。

今年，水电站拦水发电以后，9月19
日，张洪辉和村里的近50名村民曾一起

约好上山，要将拦水板移开，但受到水电
站安保人员的强势阻拦，村民只得作罢
下山。

10月1日，华西城市读本记者跟随
张洪辉一行上山，沿着土桥大堰走了近2
公里。大堰一侧是峭壁，一侧是几百米
深的悬崖，路只有60厘米左右宽，当地
村民介绍，这里原本没有路，是老一辈修
建土桥大堰时凿出来的路，平时走的人
也很少。

当天，恒源发电厂正在发电。记者
大概测试过，从东瓦沟流到土桥大堰的
水，未流入蓄水池前约有60厘米水深，
被拦截到蓄水池后，流到水渠供给村民
的水，水深约10厘米。村民表示，流出
的这一点点水是完全不够用的。

水电站回应：
绝不与村民抢水用，但需要村民配合

缺水村民：
背一桶水老人省着用5天，雨水也要存起来

大堰修建者：
9条命换来的“生命泉”，如今喝不上了

缺水的山
村，为何
会修水电
站？

叙永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
当地水资源丰富，建水电站完全可行

赤水镇政府：
对水电站重新启用并不知情

水电站发电一个月以来，已有十几户村民家中断水，只能每天下山背水回家。

泸州市叙永县赤水镇斜口村，悬崖峭壁上凿出的土桥大堰，引来了
村里300多户农家的生活生产用水，因此，土桥大堰也被称作“生命泉”。

歇业三年
后，水电
站为何启
用？

问1

问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