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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被称为“人工天河”，它

是20世纪60年代林县（今林州市）

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凭着一

锤一钎一双手，用十年时间从巍巍

太行山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工程。

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

记参观了河南安阳林州市红旗渠纪

念馆。这是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总

书记首次国内考察，红旗渠是目的地

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旗渠就

是纪念碑，记载了林县人不认命、不

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

作为哺育当地、影响全国、享誉

世界的丰碑，红旗渠在地方志中得

到全面翔实的记载。红旗渠所在地

的《林县志》《安阳市志》等均对红旗

渠做了超出一般水利工程的详细记

述。更有专门的《红旗渠志》，全面

记录了红旗渠建造始末，这对于存

留红旗渠历史、赓续红色血脉发挥

了重要作用，在弘扬红旗渠精神、鼓

舞人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

设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丰

富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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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59年年
11月6日，中共林县县委向中共

新乡地委、河南省委呈送《关于引漳

入林工程施工的请示报告》，要求兴

建引漳入林灌溉工程。

12月23日，新乡专区水利建设

指挥部向林县水利建设指挥部发出

通知，同意兴建引漳入林工程。

●●19601960年年
1月 16日，林县人民委员会向

新乡专员公署和河南省人民委员会

报送《关于兴建引漳入林工程请示

报告》。

2月6日，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

办公室就引漳入林一事给杨贵来

函，并转来2月3日中共山西省委书

记处书记王谦、山西省副省长刘开

基就引漳入林工程给史向生、戴苏

理的复信，表示同意林县兴建引漳

入林工程，建议从侯壁断下引水，按

此设计。

2月11日，林县引漳入林灌溉工

程开工，到15日止，出动民工37100

人。

3月10日，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

部在盘阳村召开引漳入林工程全线

民工代表会议，贯彻集中力量，打歼

灭战，分段突击施工办法；代表们一

致同意杨贵的提议，将引漳入林工程

命名为“红旗渠”。

5 月 1 日，红旗渠渠首拦河坝

王家庄安全洞和林英渡槽同时

竣工。

10月1日，林县红旗渠总干渠第

一期工程（渠首至河口）竣工，浊漳河

水流入林县境内。

10月17日，红旗渠总干渠第二

期工程（河口至木家庄段）开工。

1961年9月30日竣工。

●●19611961年年
7月15日，红旗渠总干渠青年洞

竣工。

10月1日，红旗渠总干渠第三期

工程（南谷洞至坟头岭段）开工。

1962年10月15日竣工。

●●19621962年年
10月20日，红旗渠总干渠第四

期工程（木家庄至南谷洞段）开工。

●●19631963年年
1月20日，红旗渠总干渠渠尾的

分水岭隧洞竣工。

12月25日，经国家计委委托水

电部批准续建该工程，并指定引漳入

林灌溉工程的设计由河南省计委审

批，报水电部备案。红旗渠工程正式

纳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

是年，林县人民委员会成立劳

力管理组，组织建筑队外出承揽工

程，收取管理费，补充修建红旗渠资

金不足。

●●19641964年年
6月20日，红旗渠自家庄空心坝

竣工。

10月30日，红旗渠总干渠第四

期工程（木家庄至南谷洞段）竣工。

12月 1日，红旗渠总干渠全线

开通。31日，总干渠全线首次放水

成功。

●●19651965年年
4月5日，林县县委、县人委在分水

岭召开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

会，这是林县水利史上划时代的日子。

9月，三条干渠建设全面铺开。

●●19661966年年
4月1日，红旗渠一干渠桃园渡

槽竣工。

4月5日，红旗渠二干渠夺丰渡

槽、三干渠曙光洞竣工。一、二、三干

渠全面竣工。

4月20日，中共林县县委召开庆

祝红旗渠一、二、三干渠竣工通水典

礼大会。

7月至8月，林县人民在完成红

旗渠一、二、三干渠的基础上，支渠配

套全面展开。

9月21日，“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降到林县人民头上，红旗渠遭受严重

诬蔑，工程建设受冲击。

●●19671967年年
是年，红旗渠工程配套建设受到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

●●19681968年年
4月，林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

支渠配套为中心的水利建设转入正

常轨道。

5月，红旗渠分水岭电站建成发

电，输入邯郸—峰峰—安阳电网。

●●19691969年年
7月6日，中共林县县委、县革委

举行庆祝红旗渠水利工程全面竣工

大会。

（资料来源：《林县志》）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1月10日，在鲁山县城建设街居

民张秋月家，只见桌子上摆放的 10

多只布艺兔花色各异，招人喜爱。

“我本来是做布老虎的，可今年

是兔年，前一阵子不少单位和个人纷

纷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制作一些布兔

子庆贺新春。我就根据小兔子活泼

可爱的样子设计几个样板，拍照后发

给他们，没想到很受客户欢迎，纷纷

下单订购。”今年60岁的布老虎非遗

传承人张秋月说。

作为布老虎制作技艺的非遗传

承人，张秋月制作的布老虎栩栩如

生，威严中又透露着憨态可掬的模

样，一些作品还获得了省级、市级奖

项。去年恰逢虎年，张秋月的布老虎

很是热销，一时间各级媒体争相报道，

甚至登上了央视一套贺新春栏目。

“一个月前，郑州一家银行给我打

电话，要求定制180只布兔子作为新

春礼物发放。我动员全家老少齐上

阵，前天才把这批货发走。”张秋月说。

张秋月制作的布兔子，大部分是

喜庆的大红色或粉红色，也有花青瓷

色和带有吉庆图案的杂色，满满的节

日喜庆氛围。

除了制作布老虎、布兔子外，心

灵手巧的张秋月还在端午节推出各

种花色的香囊，根据不同年份制作十

二生肖布艺产品等。“都是一些喜庆

吉祥的造型，我也不图挣多少钱，能

给大家增加些节日喜庆，让更多的人

了解、传承非遗技艺，我就知足了。”

张秋月说。

□本报记者 马丙宇 通讯员 张洁

1月 13日，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了“我们

的节日·春节”墨香浓浓迎新春写春

联送春联活动，由各村推荐的十余名

书法爱好者到场参与书写，将文明时

尚、文化传统和节日祝福送给群众。

当日上午 9时，应邀来到活动现

场的书法爱好者们将浓浓的年味浓

缩于一笔一画之间，铺纸运笔，挥毫

泼墨，行、隶、草等多种书体各显神

韵，一副副散发浓浓墨香、寓意吉祥

的春联跃然纸上。

书法爱好者们奋笔疾书两个小

时，共创作 300余副春联及“福”字。

在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这些精美

的春联和“福”字被志愿者们送给在

场群众。

西闫屯村党支部书记周照天说：

“春联还是手写的有年味，领到了咱镇

书法家写的春联，感觉年味更浓了！”

1月16日上午，漯河市郾城区人民
法院召开以案促改集中行动大会暨节
前廉政谈话会。院党组书记、院长赵军
黎出席并讲话，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李军主持会议，全院干警参加会议。

会上，全体干警集体观看了警示
教育专题片，院党组成员、派驻纪检

监察组组长李素枝宣读了典型案例，
李军宣读了实施方案。

最后，赵军黎对此次以案促改集
中行动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并进
行了集体廉政谈话。“在春节这一特殊
时间节点，全体干警尤其要牢固树立
廉洁自律意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坚决杜绝‘节日腐败’行为。”赵
军黎在会上强调说。

（薛丽娜谢鸣航）

1月12日，在
灵宝市阳平镇阌
乡村黄河滩区
千亩荷塘，两
位挖藕人
在展示他
们 的 战
利品。春
节临近，该
村莲藕订单纷
至沓来，60余名
挖藕人不辞辛劳，
天天奋战在冰冷的
荷塘中，希望将最好
的莲菜摆到城乡居民的
餐桌上。

杨远高 樊雨晨 摄

郾城区法院
召开以案促改集中行动大会

浓浓墨香送祝福

□马学贤

1月 16日，柘城县洪恩乡白桥行

政村马庄自然村分外热闹，该村“村

晚”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

今年47岁的村民马春风，是商丘

市“马氏唢呐传统制作技艺”的非遗

文化传承人。十来岁时，他就已经能

熟练演奏唢呐，跟随父辈们到处演

出。“鼎盛的时候，村里八成人都会吹

唢呐，那时候演出也多，许多人甚至

到大城市和国外演出。”马春风说。

然而，时过境迁，唢呐演奏市场面

临着挑战。“过去，我一个腊月就闲个三

四天，现在演出少了一大半。”70多岁

的马庄自然村唢呐协会会长李心义说。

没了演出订单，村里不少人选择

外出务工，村子也逐渐冷清。马春风

说：“我作为非遗传承人，感觉责任很

重，老一辈人留下的好东西，咱要一

代代传承下去。”

马春风开始考虑用新的方式重

新“吹响”唢呐。

2022年年初，马春风在子女的

帮助下，注册了“唢呐村的事”抖音

账号，把村里的人和事拍成短视频，

把村民们的唢呐表演搬进了直播

间。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的粉

丝增长至40万人，直播在线观看量达

两万多人。

在马春风的抖音账号大火的同

时，全国各地的演奏邀约也纷至沓

来，唢呐演奏这一传统艺术重新焕发

了生机，让村民们看到了新希望，重

新振奋了精气神。“如今，村里的年轻

人开始积极踊跃地向马春风学习直

播。”包村干部王军介绍说。

马春风说：“今年，我准备在我们

村搞一个‘村晚’，以演奏唢呐的方

式，让父老乡亲们活跃起来，让更多

的人了解我们马庄‘唢呐村’。”

马春风的提议发起后，村民们纷

纷响应、踊跃报名。“这个‘村晚’想法

很好，我也要把我的拿手绝活亮出

来，让大家欣赏欣赏。”李心义信心十

足地说。

本报讯 1 月 17 日，邓州市教育
系统清廉书画作品展在该市致远学
校举行。书画展以“清正廉洁”为主
题，是该市教育系统开展“清廉机关”

“清廉学校”创建的有效载体，得到全
市教育系统上下的积极响应。

此次活动，共征集优秀书画作品

220幅，包括书法作品180幅、绘画作
品40幅，展出优秀作品60余幅，彰显
了邓州教育人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质。

下一步，该市教体局将不断创新
载体，推进“清廉机关”“清廉学校”创
建活动常态化，为邓州教育高质量发
展打造清正廉洁的生态。（田云满）

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

唢呐声声迎春来

制作“布兔”迎新年
鲁山县非遗传承人张秋月
鲁山县非遗传承人张秋月

邓州市教育系统 举办清廉文化书画展

柘城县洪恩乡柘城县洪恩乡

本报讯 近日，信阳农林学院开
展“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万家”走
访慰问活动，为定点帮扶的固始县段
集镇乐道冲村老党员、生活困难群众
送去大米、食用油、面粉等慰问品。

该村第一书记谌昌强一行代表信
阳农林学院党委，将60份慰问品送到
老党员、生活困难群众家中。同时，鼓
励生活困难群众坚定信心、自强不息，
努力让日子越过越好。

自2015年起，信阳农林学院对该
村开展定点帮扶，目前已持续选派了
4位驻村第一书记，在推动该村产业
发展、农民增收、环境提升等方面取
得了明显成效。

“下一步，信阳农林学院将继续
坚持多点发力，为推进乐道冲村乡村
振兴持续提供人才、智力、资源等支
持。”谌昌强表示。

（杨立军）

信阳农林学院 开展春节送温暖活动

近日，由中国一冶承建的周口市
淮阳区腾达社区项目所有主楼全部
封顶，项目建设迈入了全新阶段。建
设过程中，项目部全体员工充分发扬

优良传统精神，采取科学高效的管理
措施，充分发挥央企在技术、资金、管
理、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最终圆满完
成了计划节点目标，为淮阳区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了央企力量。

（刘潇洋）

所有主楼全部封顶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史
如月）1月 10日，滑县农商银行白道
口支行成功堵截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帮助客户避免了1万元的经济损失。

当天，该支行信贷会计祝程远接
到客户郭先生的电话，说是有个银保
监会的人说他前一天在网上申请了
一笔贷款，因为信息填错，当天必须
把1万元的信息变更费交过去，否则
就以贷款诈骗罪抓他。

了解情况后，祝程远立即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便立即
告知郭先生，并约他到支行见面。

正当郭先生半信半疑时，对方又
打电话催促转账，祝程远接过手机说
道：“我们已经报警了，看看谁抓谁
吧。”对方一听，便把电话挂断了。

至此，郭先生才彻底明白了，感
激地说：“真是太感谢了！要不我就
真的上当受骗了！”

滑县农商银行 成功堵截一起电信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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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史资政存史资政
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志书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功用，

可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

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红旗渠志》从多

角度记录红旗渠的不同侧面，提供独特

的历史视角，其中收录了不少记述古代

至修渠前林县地区干旱状况的史料。

据《红旗渠志》记载，“1436年（明正

统元年）大旱；1439年（明正统四年）大

水……”。长达数页的记录，一句句简

短话语的背后，深藏着数百年来当地居

民水深火热的血泪。河顺镇塔子驼村

塔珠山石碑记述旱灾惨景：“庄产田地，

并无买主。柿叶甘土，俱当饭餐。幼女

出卖，一两串钱。人吃人肉，遍地不

安。皇上放赈，人死万千。荒年如此，

刻石流传。”

1942年~1943年，林县连年大旱，

加之蝗虫灾害和日伪军疯狂扫荡，全县

逃 荒 外 出 达 10800 户 ，占 总 户 数 的

14%，饿死 1650人。只有了解林县触

目惊心的干旱景象，才能深刻体会林县

人抛头颅洒热血也要修建红旗渠的动

力与决心。

在《红旗渠志》第一编第一章《引漳

入林的决策》中，记述了作出修渠决策

的缘由、现实条件、艰难的沟通过程、调

研论证和决策结果。修建红旗渠的决

策过程，包括提出问题、分组调查、反复

论证、草拟方案、征询群众意见、报请上

级审核等。

1959 年 5月 31日，林县县委书记

杨贵和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李贵、县

委书记处书记秦太生向省委书记处书

记杨蔚屏汇报工作，谈到林县严重干旱

缺水情况，提出到县外寻找新的水源。

后经开会讨论，杨贵率领县委调查

组，到山西省平顺县浊漳河考察，提出

引漳入林的想法，同县委常委多次交谈

议论，并在一般干部中征求意见。组织

工程技术人员，对引漳入林引水地点及

渠线进行测量，连测数次，草拟了工程

方案，同时还分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动员群众。

在这一决策过程中，林县县委坚持

革命热情与科学态度结合，工程必要性

与实施可行性结合，领导意见与群众意

见结合。这对于今天的政府决策也具有

重要借鉴意义。与此同时，中共林县县

委、县人委关于引漳入林工程的请示、上

级的批复以及豫晋两省领导人之间的协

商信件，都能在志书中查到。此外，志书

还收录了与修渠有关的多篇报刊文选及

重要文献。

凝心育人凝心育人
诠释“十六字”丰富内涵

《红旗渠志》中存录了许多文件资

料，能从中窥见红旗渠工程在时代长河

中起于累土、积步致远的过程。据《红

旗渠志》记载，自1960年2月至1969年

7月，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依靠勤劳双手，经过十年鏖战，攻

克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一锤锤一钎

钎，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迈气

概，建成了“人工天河”红旗渠。

红旗渠削平1250座山头，架设152

座渡槽，开凿 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

筑物 12408座，总干渠全长 70.6公里，

干渠支渠分布全市乡镇。红旗渠建成

后，形成以红旗渠为主要水源，南谷洞、

弓上水库及其他蓄水设施给予补充和

调蓄的红旗渠灌区，解决了人畜吃水和

工副业用水困难。红旗渠结束了林县

人民与千年旱魔世代抗争的血泪史，迎

来了山区经济发展的曙光。

《红旗渠志》中还专门记述了红旗

渠精神的提炼过程，并分析了其丰富内

涵。1990年 3月 20日，中共林县县委、

林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宣传、继承和

发扬红旗渠精神的决定》，概括总结了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

奉献”的“十六字”红旗渠精神。自力更

生，指林县人不等、不靠、不向国家伸手

要，立足本地条件，靠群众力量，设法克

服修渠过程中的一切困难；艰苦创业，

指干部和民众同甘共苦，以每人每天1

市斤粮食和野菜树叶充饥忍饿，从事开

山凿洞、抬石垒砌的重体力劳动；团结

协作，指干部实行“五同”（同吃、同住、

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解决问题），与

群众并肩作战，共渡难关；无私奉献，指

在红旗渠建设中，前后有 81名干部群

众为修渠献出宝贵生命，修渠过程中涌

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模范

事迹。

红旗渠精神蕴含着党的领导、群众

路线、干部作风、革命精神等丰富内涵，

至今仍具有教育人民、激励奋斗的重要

意义。

历久弥新历久弥新
焕发强大精神力量

关于红旗渠事迹和精神如何引起

省里和中央高度重视，并得以传播弘扬

的过程，《红旗渠志》进行了详细记

载。1965 年国庆节期间，周恩来总理

在北京农展馆观看了《林县人民重新

安排林县河山》的展览，对修建红旗渠

连连称好。同年 12月 18日，《人民日

报》发表《党的领导无所不在》长篇通

讯，记述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天

斗地的业绩。

1993年 10月 7日至 10日，国务委

员陈俊生专程来林县考察，研究林县人

民的艰苦创业精神。10月15日他向中

共中央、国务院写了《关于河南省林县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的调查报

告》。在中央的宣传下，全国农村特别

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干部，纷纷前来林

县进行实地参观学习，林县人民在修渠

中形成、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丰富和发展

了的红旗渠精神日渐在神州大地弘扬

光大。

志书中还记载了许多外国党政领

导人、国际知名人士对红旗渠的赞

誉。联合国官员迪曼说：“参观了红旗

渠，有必要更改历史的说法，世界上有

七大奇迹不对，红旗渠应列为第八。

它不仅是技术上的成功和突破，而且

是政治上的意志的战胜。”也门民主人

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

巴伊·阿里 1974 年 11 月 14 日到林县

参观红旗渠后激动地说：“红旗渠是林

县人民创造的奇迹，表明了中国人民

可以战胜任何困难和灾难。”土耳其革

命工农党主席多乌·佩林切克 1976年

1 月 5 日至 7 日参观红旗渠后深有感

触：“林县人民修红旗渠的锤声传遍了

全世界，红旗渠将永远是世界上的一

面红旗。”

1971年至 1980年的十年间，到林

县参观红旗渠的外国人士就达11300多

人，涉及五大洲119个国家和地区。外

国元首及各界人士亲眼看到盘绕在太行

山上的红旗渠后，对林县人民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的精神给予了很高评价。

结束结束语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旗渠精神同

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

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

心。年轻一代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

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

骄娇二气，像我们的父辈一样把青春

热血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志书忠实

记录了党团结带领林县人民谱写的壮

丽篇章，丰富了红旗渠的前世今生，诠

释了红旗渠精神的底蕴内涵。红旗渠

的英雄史诗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不断

焕发出强大精神力量，永远值得人们

学习与铭记。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
究室第五研究处 程茜 张夏钰）

红旗渠的历史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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