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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中原“红色地图” 9

1926 年秋，黄麻起义主

要领导者和鄂豫皖苏区主要

创建者之一、被后人称为“红

二十五军军魂”的革命先烈吴

焕先，在他的家乡大别山腹地

箭厂河一带，串连进步知识青

年吴先筹、吴先绪、詹以贤等7

人入党后，建立了鄂豫边中心

区第一个农村党小组。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本报记者 归欣

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淅
川县九重镇陶岔村，站在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渠首大坝上远眺，更能真
切感受到这项世纪工程的宏伟。

距离此处80米，曾有一座老坝
巍然屹立，上世纪 70年代以来，它
是丹江口库区的标志性建筑。在那
个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丹江
沿岸百万儿女用建设激情和艰辛劳
动书写下一段战天斗地的永恒记
忆，也为如今的千里丹江润北国描
绘了最初的蓝图。

1953年 2月 19日，毛泽东视察
长江，他问陪同他的水利专家：“南
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
水借给北方一些？”他用手中的铅笔
在地图上久久地指着丹江口一带。
就在这次视察中，毛泽东明确提出
了“南水北调”的设想。

1958年 9月 1日，丹江口水利
工程开工典礼举行。来自邓州、淅
川等地的干部、民工挑着干粮，背着
铺盖，带着简陋的工具陆续到达工
地，紧张地搭建工棚，投入工程建
设。当年年底，参加丹江口水库建
设的施工人员达 10万人，号称“十
万大军战丹江”。1967年 11月 15
日，丹江口水库大坝举行下闸蓄水
典礼，正式开始蓄水，实现了千百年
来人们变水害为水利的梦想。

1969年 2月 1日，丹江口水利
工程的关键工程——引水渠和渠
道闸陶岔工程动工兴建。时值寒
冬腊月，条件艰苦、施工艰难，但参
加工程建设的人们胸怀“南水北
调、引汉济黄”“愚公移山、改造中
国”的坚定信念，作出了巨大的牺
牲和贡献，共有 2880 名民工在工
地上受伤致残，有 141人献出宝贵
的生命。

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涌现出
许多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物，“独臂老
人”李进群就是其中一位。1970年
8月 16日，李进群正在运送土方，一
台卷扬机突然失控，飞扬的钢丝瞬
间切断他的右臂……命运的折磨并
没有让这位坚强的淅川人倒下，而
是把他和丹江口库区更紧密地联系
在了一起。此后数十年，他拖着残
躯，坚持植树播绿、义务护水，2014
年，他被评为省十大“江河卫士”。

1974 年，渠首水闸落成、引丹
总干渠完工，4.4公里长的引渠工程
和渠首闸顺利竣工，为“南水北调”
铺下了第一块牢固的基石。

2003 年 12 月，在完成南水北
调中线前期工程、进一步充分论证
的基础上，横跨河南、河北、北京、天
津四省市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面
开工。2014年 12月 12日，工程全
线建成，正式通水，一泓清水北上，
滋润广阔的华北平原。截至 2018
年 12 月 12 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累计调水 222亿立方米，供水量持
续快速增加，优化了我国水资源配
置格局，有力支持了受水区和水源
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生态文明
建设。③5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长龙锁高峡
清水济京津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近 80户的小村庄，只有 1户未
脱贫；330多名村民中，近三分之一
在外务工，还有六七十人出国挣外
汇；不等不靠，发展产业，种苗圃、
养畜禽、开餐馆、建光伏，集体经济
从无到有；英雄故里、声名远播，红
色旅游、引人入胜，年接待访客数
万人……

这是新县箭厂河乡竹林村四角
曹门村民组今天的模样。

“四角曹门就是我们竹林村现
状的代表。”7月 24日，竹林村党支
部书记吴世德说，“五年前，我们还
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贫困户有
118户 460人。”

2014 年，根据县里统一部署，
新县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 局 选 派 扶 贫 工 作 队 进 驻 竹 林
村。在上级支持下，该村党员干部
和扶贫队员同心协力，整合扶贫资
金 1180 万元，硬化了全村 11 个村
民组的道路，除险加固改造了段冲
水库，对焕先小学进行全面改造，
新建起了教学楼、餐厅、教师周转
房；建起了光伏发电站，改造了农
村电网，架通了动力电，办起了稻

米加工厂；成立了村集体经济组
织，流转土地 300亩办起了苗圃，种
油茶，养肉鹅，引导村民办起农家
乐；组织村民参加涉外免费劳务培
训，把一部分青年农民送到国外去
挣外汇……

2015 年年底，竹林村摘掉了
“贫困”的帽子，四角曹门村民组也
在精准扶贫中摆脱了贫困。他们
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没有止步。
随后，曹门革命红学旧址暨吴焕先
故居，成为竹林村兴办红色旅游的
核心资源被挖掘。

县里投资上百万元重新整修吴
焕先故居，综合整治全村人居环境，
在村口建起了“革命发祥地——四
角曹门”纪念碑，对鄂豫边中心区第
一个农村党支部旧址进行整体打
造，立起了纪念碑和燎原墙，建起了
七英雄塑像群，使之与整修一新的
村文化广场连为一体，将其打造成
大别山干部学院现场教学点和党内
政治文化现场体验点。

“现在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越
来越多。”肃立在七英雄群像前，箭
厂河乡党委书记胡冕说，“我们坚
信，在党的领导下，老区一定会变
得越来越美，乡亲们的生活一定会
越来越甜。”③9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三伯 28 岁就牺牲了，然而他坚
如磐石的革命意志、敢为人先的斗
争精神、勇于牺牲的英雄气概，却永
放光芒。”7 月 24 日，坐在新县箭厂
河乡竹林村吴焕先故居门前，吴焕
先的侄儿吴世友深情讲述起三伯吴
焕先英勇而短暂的一生。

1907 年出生的吴焕先，在兄弟
五人中排行第三，自幼刻苦好学。
1923 年 ，吴 焕 先 考 入 麻 城 蚕 业 学
校，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1925
年加入共青团。1925 年夏，毕业回
乡 的 吴 焕 先 积 极 宣 传 革 命 思 想 。
1926 年初，经党员戴克敏、戴季伦
介 绍 ，吴 焕 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27 年初，吴焕先率先办起曹门革
命红学，宣讲革命知识，发动农民群
众。

1926 年秋，他将几位佃农债户
请到家里，当面将他们的租地契约
和债务借据一把火烧个干净，宣称
谁租种他家的田地就归谁所有，从
今往后绝不向各户收租逼债，在当
地引起很大轰动。群众积极响应，
投身革命。

在吴焕先领导下，党员吴先筹、

吴先绪等人把郑家边红学掌握到手
中。随后，党员詹以贤在詹湾也办
起革命红学。吴焕先等人领导三堂
红学，轰轰烈烈闹起了革命，广泛发
展党员，成立农民协会，把农民运动
和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1926 年冬，极端仇视农民运动
的地主豪绅勾结土匪，包围了吴焕
先的家，其父亲、大哥、二哥、五弟及
抱着吃奶孩子的大嫂，均被杀害。

“听村中老人讲，三伯回来后得
知家人遇害，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
死不了，就要干革命！”吴世友抹着
泪说。

黄麻起义爆发后，吴焕先领着队
伍转战南北。母亲讨饭为生，最后饿
死。怀有身孕的妻子曹干仙，也饿死
在为红军送粮食返回的路上。

1935 年 8 月 21 日，红二十五军
在甘肃泾川四坡村附近南渡汭河时
遭敌突袭。吴焕先在指挥战斗时不
幸中弹，壮烈牺牲。

“我时常和子女们讲，三伯为了
革命可以舍弃一切，他永远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在新县县委办干了一
辈子后勤工作的吴世友自豪地说。

2009 年 9 月 10 日，吴焕先被评
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
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③8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李子耀
本报通讯员 聂建武

一座山丘，高不过百尺，松柏数十
株，拱卫着一座丰碑：鄂豫边中心区第
一个农村党支部。

1926年秋，黄麻起义主要领导者
和鄂豫皖苏区主要创建者之一、被后
人称为“红二十五军军魂”的革命先烈
吴焕先，在他的家乡大别山腹地箭厂
河一带，串连进步知识青年吴先筹、吴
先绪、詹以贤等 7人入党后，建立了鄂
豫边中心区第一个农村党小组，经常
聚集在这里的一棵大松树下，商讨怎
样扩大党组织、如何开展革命活动。

随后，吴焕先先后发展农民运动
先进分子吴先旺、吴维如、吴维英等十
余人入党。1927年 2月，在党小组的
基础上成立党支部，吴焕先任书记。

如今，这里已成为大别山干部学院
现场教学点和党内政治文化现场体验
点，每年有数万名党员干部来这里“悟
初心、践使命”，缅怀先烈丰功伟绩，深
植理想信念之根，筑牢对党忠诚之魂。

紧挨着山丘，宽阔的 213 省道南
北蜿蜒延伸，把河南新县和湖北红安
这两个大别山将军县，与外面的世界
紧密相连。

山丘东侧不过百米，国旗迎风招

展，花园式的焕先小学内，新建的教学
楼、餐厅和教师周转房等，整洁漂亮。

“每年清明等重要节日，学校都会
组织学生集体参观英雄故居，缅怀先
烈，传承革命精神。”7月 24日，领着我

们瞻仰完革命旧址，箭厂河乡竹林村
党支部书记吴世德骄傲地说。

越过公路，穿过小桥，新修的水泥
路引我们直达四角曹门村民组，一座
红色大理石贴面纪念碑迎面而立，碑
上“革命发祥地——四角曹门”一行大
字金光闪闪。小村正中，有一幢青砖
黑瓦三进四合院，大门开在正中，门头
上挂着“吴焕先故居”的匾额。

“听父辈人讲，曹门革命红学当年
就办在吴家的三间祖屋内。”指着故居
东边的土坯房，村里 83岁的吴昆娥老
人回忆说。

故居西边的一栋石门楼，就是当
年成立曹门农民协会的地方。1926
年 8月，在吴焕先领导下，箭厂河地区
第一个农民协会——曹门农民协会成
立。1927年，吴焕先又以三堂革命红
学为基础，建立了箭厂河地区党领导
的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

据统计，当年这个不足 400 人的
小村庄，竟有 90%以上的青壮年参加
革命，全家闹革命的 45户，一家两人
以上当红军的 32户，夫妻同去当红军
的 12户，走出了两位开国将军和五位
省部级干部。

在吴焕先等人领导下，至 1927年
春，箭厂河地区已建立 97个村农民协
会，会员达3400多人。在各村普遍建
立农协的基础上，箭厂河地区农民协
会随之成立，吴焕先为负责人之一。
他们后来成为黄麻起义的骨干力量，
在鄂豫皖革命老区立起了永恒的丰
碑。③6

敢为人先铸丰碑
——探访新县曹门革命红学旧址暨吴焕先故居

革命意志坚如磐石 山村巨变践行初心

曹门革命红学旧址暨吴焕先故居②10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摄

□本报记者 刘一宁 本报通讯员 赵斌

为深入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
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由省关工
委、省委老干部局、团省委主办，大别
山干部学院承办，信阳市关工委协办
的“红星照耀我成长”第三期全省优秀
中小学生红色夏令营近日在新县大别
山干部学院开营。

举办此次夏令营是利用好红色资
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
的具体体现，是对青少年进行党史国
史教育的继续和深化，也是对“传承红
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
的创新和发展。依托大别山的红色历
史文化，省关工委等部门组织青少年
接受红色文化洗礼，引导他们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当好红
色基因的传承者、实践者。

他们用稚嫩的童音打破了小城的
宁静，他们让自信的笑容绽放在美丽
的校园……

7月 9日，新县大别山干部学院里
多了不少新学员。宽敞明亮的教室
里，头戴红军帽、身穿红军服的“小红
军”们端坐在椅子上，他们面前还挂着
一个红色的横幅。这里正在举行“红
星照耀我成长”第三期全省优秀中小

学生红色夏令营开营仪式。来自开
封、洛阳、平顶山、漯河、驻马店、信阳
等市的近百名青少年将在老师的带领
下参加体验式红色教育。

为期5天丰富多彩的夏令营活动，
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不忘初心 重温革命史

位于鄂豫皖边界地区的大别山，
是与井冈山齐名共誉的红色山脉。地
处大别山腹地的新县，是红军的故乡、
将军的摇篮。这里先后诞生和培育了
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
等主力红军，是许世友、李德生、郑维
山等90多位将军的故乡。

怀着一份憧憬、一份期盼，也为了
循着历史足迹、追寻红色印记，“小红
军”们走出课堂，来到这片被鲜血染红
的土地，亲身感受战争年代那艰苦卓
绝的革命历程，深切缅怀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开营仪式结束后，“小红军”们在
老同志、辅导员等人的带领下，来到鄂

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开展“红色追
忆”活动。

陵园内，松柏苍翠，丰碑矗立。“小
红军”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排着整齐的
队列，肃立在纪念碑前鞠躬致敬，两名

“小红军”代表上前敬献花篮。
此后几天，学唱革命歌曲、聆听红色

故事、观看红色电影、体验红军生活……
“小红军”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沉浸在红色

文化的海洋里，开阔眼界、增长学识。
革命传统和红色历史的熏陶，让

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一段段感人
的革命故事印刻在“小红军”们的脑海
里。“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
样的信念也在他们中间传递。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
命先辈的光荣传统……”伴随着嘹亮

的歌声，充实而又精彩的红色夏令营
活动结束了，深受思想洗礼的“小红
军”们带着满满的收获踏上了归程,信
念的种子开始在心中生根发芽。

牢记使命 追梦新征程

归途中，“小红军”们纷纷表示，革
命先烈的崇高精神是他们前进的动
力。作为新时代青少年，要珍惜无数
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

这是夏令营圆满结束的最好注
释。回顾这几天的课程安排，有身临
其境的现场党史教育、磨练意志的红
色拓展训练，还有强化纪律意识的准
军事化训练等。这些课程，不仅突出
传承红色基因这一主题，更注重紧密
结合青少年的实际情况进行体验式教
学。通过“听红色”“看红色”“讲红色”

“唱红色”“写红色”五大主题活动，夏
令营激活了“红色基因”、叫响了“红色
品牌”、传承了“红军精神”。

夏令营活动圆满结束的背后，铭刻
着老同志们忘我的工作和无私的付
出。早在年初，省关工委就把举办夏令
营纳入今年的工作重点，挑选有经验的
教师参与教学管理，选派老干部工作者
全程跟营保障。参与服务保障人员都
把组织好夏令营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作
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具体实践，提前部署、精心组织，
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确保活动安全、有
序，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肩负着
新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希望他们能
通过红色文化教育，立志听党话，永远
跟党走，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
入新时代的追梦征程中。”省关工委副
主任葛纪谦表示，“红星照耀我成长”
全省优秀中小学生红色夏令营已经连
续举办了三期，成为主题突出、特色鲜
明、完全公益、备受好评的关爱品牌。
省关工委将把这项活动长期开展下
去，继续深化党史国史教育实践活动，
抓好红色基因传承、加强红色教育阵
地建设，精心设计教育载体，用好红色
资源“活教材”，为全省广大青少年的
健康成长搭建优质平台，以优异成绩
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追寻红色印记的“小红军”
——“红星照耀我成长”第三期全省优秀中小学生红色夏令营侧记

发挥“五老”优势 助力出彩中原

“小红军”向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