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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榜义是中国著名水利学家，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
１９３７ 年姚榜义在南京考入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 中央大学

内迁重庆， 几经转辗才于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抵达重庆， 作为 １９３８ 年新生入学， １９３９ 年夏

转入水利系， 于 １９４２ 年毕业。 毕业后至新中国成立前， 先后在导淮委员会纂江水

道工程局任助理工程师（１９４２ 年）， 资源委员会西宁水力发电厂工程处任助理工程

师（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年）， 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任副总工程师（１９４５—１９４７ 年）， 水利

部设计测量队任副总工程师（１９４７—１９４８ 年）。
新中国成立后，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年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下设的华东农林水利部（１９５０

年改名为华东水利部）任工程师， １９５２—１９５７ 年任治淮委员会工程师兼设计室主

任、 副总工程师。 １９５８ 年奉调北京水利部， 先后任水利电力部规划局副局长（１９５９—１９７０ 年）、 水利部规划

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 副院长（１９７１—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７９ 年调任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主任， 直至 １９９０ 年

退休。 期间还曾兼任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水利学会第四、 第五届理事， 环境水利研究会

第一至第三届主任，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 水利规划分支主编。
姚榜义是中国著名水利规划专家。 他参与主持了海河流域规划、 太湖流域规划、 黄淮海平原水利规划、

华北平原河网化规划、 淮河流域治理规划、 南水北调工程规划等多项国家重大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尤其在淮

河流域规划和南水北调工程规划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姚榜义就开始了淮河沂沭泗水系治理的探索， 他于 ７０ 年代提出了著名的 “东调

南下” 规划方案， 即把沂河的洪水尽量东调经新沭河从山东入海， 腾出南四湖库容调蓄洪水经运河南下江

苏， 再由入江水道入长江。 这一开创性的规划思想和方案的成功实施， 为缓解沂沭泗和里下河地区洪涝威胁

发挥了具有战略和里程碑意义的作用。 在淮河治理规划中， 开辟茨淮新河和怀洪新河的规划方案， 也是他最

早提出来的， 该两项工程是现代治淮的骨干工程， 至今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开创性规划方案， 都堪称是江河

治理规划中的经典之作。
姚榜义是中国南水北调工程规划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他亲历了南水北调规划的全过程。 自从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和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毛泽东主席先后与当时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谈

到 “南方水多， 北方水少， 如有可能， 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之后， 南水北调就一直在酝酿中， 但几经起

伏， 即使在 １９５４ 年编制的 《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 和 １９５８ 年编制的 《长江规划综合利用规划

要点报告（草案）》 中已经形成了西、 中、 东三条调水线路的设想， 但皆停留在宏观概念层面。 １９７２ 年华北

大旱， 在 ７ 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十七省抗旱会议后， 水电部于 ９ 月责成黄河水利委员会、 淮河流域规划办公室

和水电部十三工程局组成南水北调规划组， 姚榜义任组长。 从此， 南水北调工程开始了具体规划进程， 姚榜

义也就此与南水北调结下不解之缘， 当年他 ５３ 岁。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水利部以 “（７９）水规字第 ５７ 号文” 正式

成立 “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 （以下简称南办）， 姚榜义任主任， 从此挑起了主持中国南水北调规划的重任。
姚榜义对西、 中、 东三条输水线路都非常重视， 但他认为： “中线水源地水量较少， 新开河道进行大规

划长距离流域间输水还缺乏实践经验； 西线尚未找到较现实的方案， 缺乏研究深度； 东线情况较为清楚， 没



７６６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５ 卷　

有很大风险”（《姚榜义自述》）， 因此， 他主张先开展东线规划的研究。 在东线规划中， 姚榜义就调水对长江

下游河道与河口的影响、 吸血虫病是否会随调水向北方传播、 向北输水是否会引起受水区次生盐碱化、 沿线

湖泊利用与泵站设置、 穿黄工程、 沿线水量分配及与江苏省已建成的江水北调工程的关系、 工程投入运行后

的运行调度与管理等规划研究的内容， 都做了深入思考和精心布置。 南水北调工程不仅涉及自然与环境、 更

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 因此， 东线的规划一直在不断完善中， 到 １９８２ 年底形成了 “先通后畅、 分步实

施” 的规划方案。 在这一艰难过程中， 凝聚了姚榜义几十年的心血与智慧。
姚榜义在主持南水北调东线规划的同时， 也努力推动中线和西线规划的研究，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把

握住规划的大方向。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姚榜义和朱承中注意到有关单位领导急于要上南水北调中线项目， 甚至

压低原已严重估计不足的工程投资， 争取和长江三峡工程同时上马， 便忧心忡忡向水利部前部长钱正英反

映， 指出如此规模巨大、 情况复杂、 研究深度尚浅的工程若仓促上马， 将可能犯与黄河三门峡工程类似的决

策失误。 钱正英将他们的意见致信国家计委党组， 得到国家领导层重视。
我是在 １９８７ 年认识姚总的， 是年 ７ 月陪姚总赴西藏考察与讲学。 次年， 南办组织水利部天津勘测设计

院、 淮河水利委员会和南京水文研究所进行 “南水北调东线运行管理研究”， 我作为该项目技术组组长， 有

较多机会向姚总汇报工作和聆听他的教诲。 在长达十余年的共事中， 耳闻目睹， 姚总对中国水利事业的重大

贡献、 笃实敬业的精神、 开朗豁达的身影， 深深印在我的心中。
实事求是、 对国家负责是姚总几十年规划工作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经验。 记得在 １９９６ 年一次水利部组织

召开的南水北调工程论证大会上， 当时主要领导宣布搁置东线， 改上中线， 这一突然的决策改变令水利界许

多专家和领导感到困惑和茫然。 当时姚总走上台说： “我只讲一句话， 我们的决策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话语铿锵有力， 在那种场合这是需要勇气的， 这勇气就来源于姚总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我当时感到震撼和

深深的敬佩。
调查研究， 多跑现场， 是姚总教给我的工作方法。 在东线调度研究中， 姚总认为我对洪泽湖、 骆马湖等

东线沿程湖泊水位变化特点与规律分析不深刻， 几次叫我重返现场调研， 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搞水利其

实就六个字： ‘情况明， 方法对’， 所以一定要重视实地调研”， 这六个字后来成为我工作中的座右铭。
恪尽己责、 淡泊名利， 是姚总为我们树立的工作和做人的风范。 朱承中回忆说： “１９５８ 年大跃进时片面

推行 ‘以蓄为主’ 的治水方针， 造成冀、 鲁、 豫、 皖、 苏、 京、 津平原地区严重涝碱灾害， 当时作为规划

处长的姚榜义日夜奔忙于五省两市， 统筹安排黄淮海平原洪涝出路。” 到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各地水利纠纷

仍不断发生， 姚榜义总是哪里有问题就立即奔向哪里， 毫无怨言。 由于他善于协调水利矛盾， 化解纠纷， 大

家怀着敬意和诙谐的称他开创了一门 《水利纠纷学》。 繁重的工作， 频繁的出差， 剥夺了太多姚总照顾家人

的时间。 姚总为中国水利规划、 为南水北调可谓殚精竭虑， 然而当采访他的记者问他： “您为南水北调辛勤

工作了几十年， 如今工程已在积极进行中， 您有何感想？” 姚总只是淡淡地回答说： “每个工程都不是少数

人干成的， 领导叫我干这工作， 我就尽力做好而已。” 何等朴实、 何等谦逊！
姚总平易近人， 开朗豁达。 在他身边， 总能听到洋溢着智慧的幽默， 感受无拘无束的快乐。 记得 １９９９

年秋， 姚总来南京水文所调研， 适逢他在中央大学时的同学叶永毅、 詹道江也在南京， 水文所领导要设宴招

待。 姚总却说： “不必花那个钱了， 到哪个家里吃顿便饭蛮好的嘛！” 于是我和汪德宇同志去买了金秋的大

闸蟹和一只 “叫花鸡”， 两瓶啤酒和一些熟菜， 就在住宅楼的一间空房里开宴了。 看着姚总孩童般的笑容和

大家的欢喜， 我心里深深感动和敬佩， 他们可都是年近八旬的著名水利专家呀！
逝者如斯， 往事如泉水般从心底里流淌出来， 化作怀念， 化作感动。 正如钱正英和朱承中同志纪念姚榜

义先生的文章标题 “淡泊名利， 榜义江河”中所说： “他恪尽己责， 不求回报。 他的一生可说是清淡似水，
但他的业绩永远融入祖国的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