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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12 日，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通水啦。

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一个共和国开国领袖的命题；
一个中华民族的伟大战略工

程——南水北调，在经历了半个世
纪的酝酿终于梦想成真，它负载着
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执着追求，
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横空出世，蓝图
化为现实，梦想成为真境。

位居南水北调中线渠首的源头
之地是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是
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素有“亚洲
天池”的美誉。这里水质优良，水量
充沛，水源丰厚，是大自然恩赐中华
儿女的“饮水宝塔”。是国家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国家一级水源
保护区、中国重要的湿地保护区、国
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

按照设计要求，大坝由原来 156
米 加 高 到 176.5 米 ，水 域 面 积 达
1022.75平方公里，蓄水量达339.2亿
立方米。置身丹江大坝，极目远眺，
碧波万顷碎银点点，烟波浩淼云蒸雾
泽，水天一色鸥鹭翻飞，山青水碧浑

然天成。其壮丽壮阔无与伦比，诗情
画意言难堪尽。遥想一泓清流滚滚
北上，一路欢歌，送入京畿，其自豪，
其惬意，其情怀，言不尽述。

作为一名建设者和组织者，有
幸参与了南水北调这一波澜壮阔的
世纪工程，亲历了整个工程始末，见
证了他的艰辛和伟大、壮阔与灿烂，
个中滋味苦辣酸甜自不必说。

它是关乎国家可持续发展、科
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大事，只有共和
国发展到今天，只有社会主义中国
的智慧，才能成就这一伟大工程。

丹江水从雄伟的陶岔大坝奔
腾而出，一泻千里，穿伏牛山麓，过
南阳盆地，跨邓州湍河渡槽，越白
河湍急水流，进江淮方城垭口，而
汇于淮河流域。再经由平顶山、许
昌，于郑州西北孤柏咀处穿黄而

过，亘过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沿
京广铁路西侧北上，涉北拒马河入
北京团城湖。中间途经的河南鲁
山县境内的沙河渡槽是当今世界
上综合规模最大的渡槽，它横跨沙
河、大浪河、将相河三条大河，全长
9.05 公里，放眼远眺，形如巨蛇蜿
蜒，势如万里走龙。穿黄工程通贯
南北，使长江水与黄河水得以实现
有史以来的首次“擦肩而过”。中
线总干渠长 1277 千米，渠首水位
147.38 米 ，终 点 团 城 湖 水 位 49.5
米，落差只有不到 100米，全程采用
自流方式，让水自动北流，再一次
成就了大自然的壮美。

年均调水量 95 亿立方米的丹
江水，经湖北、过河南、跨河北，直
入京津。穿越 19 个大中城市、100
多个县市，供 1 亿多人生产生活用

水。京、津、冀严重缺水的状况将
会得到极大的改善。千里清流一
路北上，万泉碧水高歌猛进，游龙
嬉舞长吟神州，举世伟业千古垂
名。“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学
者专家历经半个世纪论证，开国领
袖毛泽东 1952年视察黄河时，用革
命浪漫主义的情怀说道，南方水
多、北方水少，能否借一点南方之
水到北方来。到了今天，2014年 12
月 12日终于得以实现。

这项总耗资 3086亿元的工程，
耗时 10 年，动迁 35 万移民，参加工
程建设者达数十万之众，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单体造价最大的工程。

千里长河两岸，数百米宽的绿
树草木，一路簇拥着丹江之水，形成
千里生态长廊、绿色长廊、旅游长廊，
见证着祖国的发展、壮大、繁荣，必将

为中华的复兴、民族的崛起、中国的
大发展，提供着赖以支撑的能量。

浩荡中线，碧水北流。此时此
刻、此情此景，我在思索、随想，为一
泓清水北上，拋家舍业、迁离故土的
35万库区移民，他们现在的生活可
曾安好？征战移民工程和渠系建设
的数十万大军，又是怎样？一壶清水
里，饱含着太多太多的汗水和泪水，
饱含着血浓于水的殷殷真情……

邓州市为丹水北送所作出的奉
献是全线工作的缩影。早在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邓州人民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4万余邓州儿女住草棚、喝黄
水、吃窝头，采用比较原始的方式，肩
挑背扛、战天斗地、苦干 8年，修建了
引丹灌区工程，也就是现在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渠首的初期工程。其间，挖
运土、砂、石 2506万立方米，混凝土

100万立方米，有 2880人致伤致残，
141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

2008年 11月，南水北调丹江口
库区移民迁安启动实施，河南省接
收移民 16.2万人，邓州市接收 30345
人，占全省总量的 1/5，是全省第一
安置大县，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安
置外迁移民数量最多的县级市。在
两年时间里，邓州为移民共调整土
地 4.65 万亩，建房 7155 幢，搬迁 38
批次 30345人，动用车辆 4000多辆，
工程建设动用人力累计 20余万，运
用机械 2.7 万台，一串串枯燥的数
字，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华丽辞章，
但其中蕴含着波澜壮阔的移民工程
建设的壮丽画卷；蕴含着感天动地
的移民迁安事业的华美诗篇！

当丹水向北流淌之时，
当丹水浸润着干涸的北方大

地之时，
当大地一片丛绿、充满丰收的

喜悦之时，
当中原、京、津、冀发展崛起充

满希望之时，
你和我，参与战斗、参与指挥

成千上万的兄弟、战友们，会觉得
苦吗？累吗？烦吗？痛吗？……

——置身于我们伟大祖国、伟
大民族创造的伟大奇迹，我们会感
到无比自豪、诗意盎然！

清流源在豫鄂间，
碧水北上逾千山；
情满丹江意北传，
浪花含心泪如弹；
血浓于水送暖意，
京津人民笑开颜；
碧流从此向北上，
胜似京杭开鸿篇。

（注：作者赵显三，系中共邓州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从丹江口水
库移民试点到负责 3万移民搬迁邓
州和中线渠系建设，全程参与、组
织、指挥了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曾两
次荣获二等功，一次授予一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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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2月 14日电 当洛杉矶湖人
队 14 日客场与明尼苏达森林狼队的比赛进行至
第二节 5 分 24 秒时，科比站在罚球线上如往常一
样稳稳地两罚全中，随后在全场“科比！科比！”的
膜拜声中，“黑曼巴”超越“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
登上了 NBA 历史得分榜第三位。

让科比喜上加喜的是，湖人队当天以 100∶94
击败了森林狼队，本赛季首次拿到了三连胜。科
比此役拿下 26 分，正是他在终场前 1 分 02 秒的三
分球为球队奠定了胜局。

本场比赛前，胜负并不是人们关心的话题，所
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9”这个数字上，只要科
比在比赛中拿到 9 分，就能超越乔丹职业生涯
32292 分的总得分，完成一次对“神”的超越。

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时刻，森林狼主场在科
比罚球结束后专门暂停了比赛，让科比接受全场
球迷和两队球员的祝福，森林狼队老板格伦·泰勒
亲自将比赛用球送给 36 岁的科比以作留念。

在科比打破纪录后，乔丹本人也特意发表声
明祝贺后辈：“恭喜科比达到了这个里程碑，他是
一名伟大球员，对篮球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热情，这
些年来，我一直很享受看他打球，我很期待接下来
他能完成什么样的成就。”

目前排在 NBA 得分纪录前两位的是“天钩”
贾巴尔的 38387 分，“邮差”马龙的 36928 分。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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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中国足球66∶∶00阿根廷阿根廷？？女足女足！！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2月 14日

电 在 14 日进行的巴西女足四国邀
请赛中，中国女足以 6∶0 大胜阿根廷
队，两轮战罢 1 胜 1 平。

本次赛事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
的加林查国家体育场进行，参赛队
包括中国、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女
足，旨在为明年的加拿大女足世界
杯热身。在首战比赛中，中国队在
先丢一球的情况下，依靠韩鹏的进
球最终 1∶1 战平美国队，止住了对
对手八连败的尴尬记录。第二战面
对实力最弱的阿根廷队，中国女足
赢得酣畅淋漓。

比赛一开始，中国队就频频向阿
根廷队的球门施压，然而由于门前一
脚把握能力欠佳，中国队未能在上半

场破门得分。易边再战后，王霜力在
第 49 分钟接队友传球，在小禁区附
近力压对方后卫头球破门，为中国队
取得开门红。

打破僵局的中国队一发不可收，
而阿根廷队则漏洞百出。唐佳丽、古
雅沙的破门帮助中国队取得 3∶0的领
先。此后成了中国队球员张睿的表
演时间，她在第 86到第 90分钟不到 5
分钟的时间内，接连打入三球，压哨
拿下了“帽子戏法”，同时也将比分锁
定为 6∶0。

这一赛事以练兵为主，共有中
国、阿根廷、巴西、美国 4 支参赛球
队，分为循环赛和决赛两个阶段。中
国队将于 17 日迎战循环赛的最后一
个对手巴西队。④11

◀女足姑娘庆祝胜利。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李 悦）12 月 15
日，中国国家射击队飞碟项目的选
拔在福建莆田落下帷幕，经过 7 天 3
场比赛的较量，王浩、杜宇、武翠翠
以及杨依洋这四名河南选手顺利入
选，他们同时也获得了参加明年世
界杯墨西哥站的选拔资格。

在这四人中，男子飞碟双多向的
王浩凭借着近两年来稳定的成绩，直
接入选了国家队，杨依洋则在三场选
拔过后总分名列第三，同样获得一个
国家队的名额。河南男子飞碟多向

的名将杜宇，前不久刚刚夺得全国总
决赛的亚军，这次依然以总分第二的
成绩顺利通过选拔。除了这三名男
选手外，河南女子飞碟多向的队员武
翠翠也以总分第三的成绩最终入选。

在成功入选国家飞碟射击队
后，四名河南射手也就获得了明年
射击世界杯墨西哥站的选拔资格。
据省射击中心主任马宇峰介绍，世
界杯的选拔将在 12 月 21 日开始，谁
能获得参赛资格，要在两轮比赛过
后才会最终见分晓。④11

本报讯 （记者李 悦）12 月 13
日，2014～2015 全国室内五人制足
球甲级联赛拉开战幕，河南建业嘉
沃德五人制足球队首轮客场挑战
实力强大的武汉地龙，尽管建业队
进行了顽强奋战，但实力上的差距
还是让他们最终 1∶5 落败。

全国五人制足球甲级联赛由
中国足球协会主办，是国内最高级
别的五人制足球比赛，比赛采用小
组赛和季后赛的双阶段赛制。今
年的五甲联赛共有 11 支球队参加，
分别是河南建业嘉沃德，深圳南岭
铁狼、大连元朝、珠海名实、武汉地
龙、广州立讯、上海徐房、青岛西

海、成都电子科大、湖大半球建工
以及甘肃麦斯力。

与上赛季相比，建业嘉沃德今年
阵容有了较大变化，他们没有引进外
援而是以全华班出战，球队补充了不
少新鲜血液，来自河南建业梯队的孙
瑞、王庆绪、曾海滨等队员先后加盟，
球队也计划在战术打法上寻求新的
突破。首轮比赛，主场作战的武汉
地龙利用主场优势一上来就展开猛
攻，建业嘉沃德队虽然顽强奋战，可
无奈技不如人最终还是以 1∶5 失
利。12 月 17 日，建业队将迎来联赛
首个主场战役，坐镇济源体育馆迎
战实力不俗的珠海队。④11

北京时间 12 月 15 日 19 时（瑞
士当地时间 12 时），欧洲冠军联赛
1/8 决赛抽签仪式在瑞士尼翁欧足
联总部进行，“宿敌重逢”堪称本次
抽签的“主旋律”。

欧冠抽签原则是小组第一对
阵其他小组的第二名，但同一足协
球队必须回避。小组赛排名第二
的球队先打主场。结果是巴塞罗
那与皇马分别抽到上赛季同一阶
段对手曼城和沙尔克 04；切尔西则
与巴黎重逢，上赛季 8 强赛蓝军凭

客场进球多淘汰对方；尤文遭遇
1997 年欧冠决赛对手多特蒙德，阿
森纳的对手，则是主教练温格的老
东家摩纳哥。不过，在一片宿敌重
逢的刀光剑影中，拜仁算是抽到好
签，对阵顿涅茨克矿工。

欧冠联赛 1/8决赛首回合明年 2
月 17日、18日和 24日、25日举行，次
回合明年 3月 10日、11日和 17日、18
日举行。1/4 决赛抽签明年 3 月 20
日举行。决赛将于明年6月6日在柏
林奥林匹克球场举行。④11（文宗）

国家飞碟射击队选拔结束

河南射手四人入选

全国五人制足球赛开战

建业嘉沃德首战不敌武汉

欧冠抽签 宿敌重逢

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12 月 14
日，中国男排联赛展开了第一阶段小
组赛第九轮的争夺。河南天冠男排
主场完胜八一男排，迎来一场关键胜
利。此役过后，河南男排基本锁定了
八强席位。因为联赛第一阶段还有
最后一场，河南领先浙江 3 分，河南
队最后一场的对手是 9 战全败的河
北队，河南只要拿下 1 分，就肯定能
跻身八强。

在迎战八一队之前，河南男排在

上一轮，客场 2∶3 惜败于“领头羊”北
京男排。河南男排输球不输阵，打出
了自身的特点，鼓舞了队伍的士气，小
伙子们的自信心也一下子提升了不
少。面对实力强于自己的八一男排，
河南男排信心十足，加上又是主场作
战，很快以 25∶19 拿下首局；第二局，
八一队稳扎稳打，攻防两端都比第一
局表现得好，两队比分交错上升。第
一次技术暂停后，河南男排突然发力，
连拿 6 分，迅速将比分拉大至 13∶8。

八一男排请求暂停后，再次对战术
进 行 调 整 。 虽 然 比 分 一 度 迫 近 至
12∶14，但河南男排此后依靠稳定的进
攻和防守牢牢掌控着场上的主动权，
以 25∶21再下一城；第三局，八一队不
甘认输，猛打猛攻。然而，河南男排
防守发挥出色，特别是在局末阶段成
功限制住了对手核心球员仲为君的
发挥，最终以 25∶22 拿下了第三局，
以 3∶0 的绝对优势，完胜八一男排，
基本跨进了八强的门槛。④11

河南男排“零封”八一
基本迈进全国联赛八强门槛

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今晚，本
赛季中国女排联赛将展开第二阶段
循环赛（9 名~12 名）第二轮的争夺。
河南鑫苑女排本轮将做客广州，挑战
广东恒大女排。

由于在首轮比赛中输给了山东
女排，河南女排只有拿下广东队，才
能留有直接保级的希望。根据本赛
季联赛相关规程，排名 11、12 名的球

队将与 B 组排名前两位的球队打挑
战赛，最终取胜的两支球队将参加下
赛季的女排联赛。因此，河南女排若
想直接保级就必须确保获得第二阶
段循环赛（9 名~12 名）的前两名。

曾被郎平执教的广东女排，已经
今非昔比。以年轻球员为班底的该
队在第一阶段Ⅰ组小组赛中一场未
胜，惨遭 10 连败。第二阶段首轮比

赛，该队以 1∶3 败给了四川女排，连
败场次已经扩大到 11 场。连战连败
对于广东女排自信心的打击无疑是
巨大的，不过这对于河南女排来说反
倒是一件好事。

谈及今晚的比赛，河南女排主帅
詹海根表示，“剩下的比赛场场都是关
键，我告诉队员，无论怎样都要放松心
情，丢掉包袱，争取打好每一场。”④11

河南女排今晚迎来保级关键战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2 月 14 日
电 经过为期三周的网络投票，2016
年里约奥运会和残奥会吉祥物的名
字 于 14 日 揭 晓 ，分 别 是 维 尼 修 斯

（Vinicius）和汤姆（Tom），以此纪念巴
西巴萨诺瓦曲风的两位著名音乐家。

巴萨诺瓦这种融合巴西桑巴舞
曲和美国酷派爵士的音乐在巴西十
分流行，其中的代表作当属《依帕内

玛的女孩》，这首歌曾在 20 世纪 60 年
代荣获格莱美音乐大奖，在世界范围
内广泛传唱，而维尼修斯和汤姆正是
这首歌的创作者。这两人和他们所
代表的巴萨诺瓦，正好与吉祥物和它
们所代表的巴西风情和里约奥运会
的理念相吻合。

主色调为黄色的里约奥运吉祥物
维尼修斯（上图左）代表了巴西的动

物，其中有猫的灵性，猴子的敏捷以及
鸟儿的优雅，它的手和脚可以无限延
伸，代表了奥运会的更快更高更强。
主色调为蓝色的里约残奥吉祥物汤姆

（上图右）的设计灵感则来自于巴西热
带雨林的植物，它头顶上长满了代表
巴西的绿色和黄色树叶，光合作用可
以让树叶不断生长，克服各种阻碍，最
终将养分撒向人间。④11

奥运吉祥物奥运吉祥物““名归名归””音乐家音乐家

科
比
向
现
场
球
迷
致
意
。
新
华
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