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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川

王玉敏生前是淅川县上集镇司
法所副所长，2011年 6月 17日，他忍
痛送走移民，倒在借住的小屋里，他
生命的指针停在56岁。在他衣袋里
只翻出 30元钱，儿子王辉说还有 10
万元的外债。

2008 年王玉敏的妻子癌症病
故，为了还债他卖掉了家，还不幸
患上了肺气肿。这时候移民刚刚
开始，他顾不上休息治病，骑着一
辆破自行车，在田间地头、农户小
院帮移民解难题、除心结。

2010年 6月 9日，王玉敏一大早
就到上集镇竹园村帮助移民搬迁。
移民老李怄气，喊着“不装了！不搬

了！”王玉敏拉着老李的手苦口婆心
地讲政策、讲道理。又帮老李把家什
都装上车，老李眼含泪花说：真感谢
王所长呀，看把你累的，我走了也忘
不了你啊！

“6 月 16 日，气温高达 40 摄氏
度。玉敏在白石崖村帮移民装车。
我说玉敏呀歇一歇。他笑笑说移民
是大事，我尽点微薄的力量。”司法所
所长王志红泣不成声，“玉敏的肺气
肿非常严重了，浑身浮肿。一百多斤
的粮食、木头、摩托车、家具……玉敏
硬是帮移民把东西都装上了车。有
一家的妇女闹情绪不愿意搬，玉敏累
得蹲在一块石头边，靠着树根耐心地
做工作，好不容易说服了这家人服从
大局，准时搬迁。直到下午两点多钟

玉敏才吃上饭，手抖得连菜都夹不
住。”2011年 6月 17日早晨 5时，王
玉敏又吃力地骑了一二十里车赶到
白石崖村送移民。

“6月 21日，我一早就给玉敏打
电话，就是不接。晚上我们赶到金河
镇，打开房门，玉敏仰面朝天，已经僵
硬了啊……”王志红大放悲声。

2011 年 7月 31 日早上 7时，我
来到金河镇王玉敏的住处，一张老式
木床，一台不能转圈的旧电扇，一辆
破自行车，一双穿得没了色的皮鞋，
一双翻毛大头鞋。在一个纸箱子里，
我翻出一摞王玉敏获得的荣誉证书
和党员缴费证。

如今，再回头看王玉敏，他真心
为了移民，把命都使上了。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南 水 北 调 干 部 学 院 是 河 南 省 委
2014 年批准成立、南阳市委直属事业
单位，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
地南阳市淅川县丹阳镇武店村,距渠首
大坝 600 米，占地面积 206 亩，建筑面
积 5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约 500人学
习。在省委组织部的指导和南阳市委
的领导下,学院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伟
大建设和丹江口库区移民搬迁的光辉
历史为主线，总结宣传弘扬以“大国统
筹、人民至上、创新求精、奉献担当”为
主要内容的南水北调精神，立足南阳、
重点面向河南及中线工程受水区，开展
以南水北调精神和群众路线为主的特
色党性教育。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顺利通水，是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顾全大局、忠诚
担当、拼搏奉献的成果，这一伟大成就是
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实
践。作为全国近300家干部学院中唯一
一所主要以新时代的人、新时代的事教
育培训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机
构，南水北调干部学院主要培训党员干
部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牢固树立“一
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的宗旨意识；锤炼提升

“顾全大局、忠诚担当、拼搏奉献”的党性
修养。

在师资配备上，主要包括主体教师、
特聘教授、客座教授、参加过移民工作的

优秀党员干部以及学院讲解员五大类共
计60余人。其中，主体教师由省内在职
或离职的处级以上政治理论水平高、领
导经验丰富、科研教学能力强的领导专
家组成，特聘教授主要是来自国内知名
大学或相关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客座
教授主要是河南在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有
一定造诣的社会知名人士。同时，学院
还邀请部分参加过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移民迁安工作的各级优秀党员干部和移
民代表为教员，开展互动教学或访谈课
程。在教学重点上，主要包括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南水北调精神以及优秀官
德文化等方面内容。教学形式上，主要
有课堂专题授课、现场教学、情景教学、
视频教学、访谈教学、激情教学、分组讨

论和个人自学等方式。目前，学院共有
6大类 33个现场教学点：①工程建设类
精品课程渠首大坝、丹江口水库等；②
移民迁安类精品课程邹庄移民新村、陈
岗移民社区等；③生态发展类精品课程
丹江口湿地公园、仁和石榴园等；④官
德文化类精品课程邓州花洲书院、内乡
县衙等；⑤红色文化类精品课程激战独
树镇、彭雪枫纪念馆等；⑥历史文化类
精品课程南阳汉画馆、张仲景纪念馆
等。2015 年以来，学院坚持边建设边
教学，先后有北京市局级领导干部进修
班、河南省正处级领导干部党性教育专
题培训班、河南省全省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培训班等各级培训班来院学习，共
800期 5万人，其中 2019 年已培训 281
期 2万人。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张轶钦

南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和
渠首所在地，是干线最长、移民最多、工程量最
大、环保任务最重的省辖市。南阳境内总干渠
全长185.5公里，约占河南段长度的1/4、中线
全长的 1/7。丹江口水库水源保护区涉及淅
川、西峡、内乡、邓州4个县市，总面积6362平
方公里，占河南的 82%。总干渠两侧水源保
护区面积 850平方公里，其中一级保护区 59
平方公里，二级保护区791平方公里。

南阳区位特殊，生态富集敏感，被誉为“京
津水缸”，是国家生态战略安全要地。通水后，
该市迅速转移工作重心，把保水质、护运行作
为有始无终的政治任务、不容有失的庄严承
诺，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来抓。

——全面落实宣传教育制度，工作氛围日益
浓厚。组织保水质护运行宣讲团，扎实开展巡回
宣讲活动，依托新闻媒体，宣传南水北调工程重大
意义、保水质护运行工作措施和先进典型。

——全面落实日常巡查制度，“五员”队伍建
设不断强化。组建市县乡村组“五员”巡查队伍，
分期分批累计培训4700人次，履职能力不断提
升，日常巡防形成常态，巡查网络实现全覆盖。

——全面落实工程严防严管制度，各级统
筹联动更加协调。加强与运管单位的统筹联
动，完善工程防护设施，南水北调工程防护网
南阳段全部完成，与地方共享视频安防系统按
计划实施，干渠与河道、国道、省道交叉部位的
警示标志安装基本完成。

——全面落实综治联防制度，环境综合整
治卓有成效。不断加大生态建设和治污力度，
建设环库生态隔离带。库区周边乡镇建成污
水、垃圾处理设施 55个。持续深入开展环境
综合整治。

——全面落实应急处置制度，联防联控能
力不断提升。制订《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南阳
段）突发事件环境应急预案》，组建市县乡三级应
急队伍，定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实行24小时应
急值班和事故逐级报告制度。加强与陕西省、
湖北省以及长江委等单位的交流合作。

——全面落实科学监测评价制度，水质监
测能力持续加强。以渠首环境监测应急中心
为依托，在环库区及河流入库口处建成 12个
水质自动监测站和3个水质监测浮标站，对库
区及上游丹江河、老灌河、淇河入库河流水质
的16项监测因子24小时监测监控。

——全面落实部门联席会商制度，沟通协
调不断加强。9个常务理事单位定期召开联席
会商会议，做到了研判月形势，问题月会商和督办。

——全面落实督查督办制度，责任压力层层传导。坚持问题导向，涉
及保水质护运行所有工作任务，每年制定下发清单，实行清单管理制和任
务销号制。

2014年 12月 12日通水以来，截至2019年 11月底，总干渠已安全
运行近5年，累计供水达到258亿立方米，沿线直接或间接受益人口达
1亿人以上。工程总体运行平稳、质量可靠、水质稳定达标。

“把政绩融入清水里，把丰碑铸在青山上”。下一步，南阳人民将续
写忠诚，勇于担当，持之以恒抓好水质保护，用心呵护好京津水源，让党
中央、国务院放心，让沿线群众放心！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康帆

近日，在淅川县丹江口水库沿线的
近20个造林基地上,彩旗招展，人头攒
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该县县
乡联动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正火热进行。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五周年
之际，我们掀起全民义务植树热潮，增
强全民环保意识，打造库区生态屏障，
确保一库清水永续北送。”淅川县委书
记卢捍卫说。

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主要
水源地、淹没区和渠首所在地，也是全
国移民大县。上世纪 50年代，南水北
调中线初期工程丹江口水库建设，淅川
362平方公里土地被淹没（占总淹没面
积的 48%），淅川最为富饶的顺阳川、
丹阳川、板桥川沿江三大川基本淹完，
淅川老县城、当年的楚国始都，都被埋
葬在丹江水库最深处。中线工程实施
后，淅川新增淹没面积144平方公里，3
个集镇、36家工矿企业及大批基础设
施被淹没。

丹江口水库建设，先后有 20.2 万
淅川人，被分作六批迁往青海、湖北、河
南三省七县市，动迁人口占当时全县总
人口的46.7%，占整个丹江口水库动迁

人口的53.6%。风雪交加的青藏高原，
芦苇遍地的湖北大柴湖，无不见证着他
们筚路蓝缕、战天斗地的辉煌业绩、谱
写着催人泪下的英雄赞歌。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河南省委、
省政府提出“四年任务，两年完成”目标，
移民工作任务之重、工作强度之大、工
作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在两年多时间
里，淅川再次动迁 16.6万人，淅川广大
党员干部冒着酷暑、不分昼夜，周密策
划、注重细节，先后有10位同志倒在移
民一线，最终实现了“不伤、不亡、不掉、
不漏一人，安全无事故”的工作承诺。

移民迁安后，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渠首和核心水源地，淅川县矢志为北
方人民守住一库清澈的“生命之水”。
近年来，该县以移民精神为引领，以生
态文明建设为统揽，以水质安全为底
线，加强水质保护，大力植树造林，做强
生态产业，走上了一条生态富民的双赢
之路。

如今的淅川，千里丹江明如镜，万
顷库区绿如染，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人
居环境不断提升，森林覆盖率已达
56.6%，与此同时，中线水源区水质持
续向好，通水五年来，供水量逐年增加，
已累计调水超过255亿立方米，沿线直
接受益人口超过5859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王中献 刘浩博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邓州市对标“四种精神”
（雷锋精神中的钉子精神、渠首精
神中的担当精神、忧乐精神中的奉
献精神、探索创建“四议两公开”工
作法的创新精神），助推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邓州市委书记金浩表
示，面对责任勇于担当、面对困难
迎难而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
党尽职、为民造福，在陶岔渠首工
程建设中铸就的担当精神五十载
赓续相传，确保了一泓清水永续北
送。

陶岔枢纽工程作为南水北调
中线渠首的首期工程，于 1969 年
1 月 26 日正式开工建设，1974 年
8 月 16 日建成通水，1976 年全部
工程结束，前后历时 8 年。邓州
人民勒紧裤腰带，总计投入工日
7500 万个，完成工程量 2419 万立
方米，工程估价 8 亿元。在陶岔
枢纽工程建设过程中，邓县人民
致 伤 致 残 2280 余 人 ，牺 牲 141
人。为给库区县补偿，1972年冬，
将原属于邓州的厚坡、九重两个

镇 32 万亩耕地及矿产资源无偿
划拨给淅川，并接受安置库区移
民 19000 余人，使邓州成为最大
的隐形淹没区。

2002 年 12 月 27 日，党中央、
国务院向世界庄重宣告，南水北调
工程正式开工！邓州接收丹江口
库区移民30345人，共分38个批次
搬迁，每个批次搬迁近千人。移民
迁入后，历届邓州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移民后期帮扶工作，坚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紧紧围绕“生态宜居、产业支撑、井
然有序、安居乐业”的目标，大力实
施强村富民战略，实现了移民群众

“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快致
富”。

壮士断腕保环境、围绕“绿”字
做文章、建设湍河国家级湿地公园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
市、核心水源区，邓州市采取多种
得力措施，筑牢生态屏障。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五周
年了，邓州市引丹干渠建设纪念
馆的筹建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开
展，担当精神将融入更多人的灵
魂深处，一泓丹江水将永远润泽
北国。

中线南水北调取得良好成效的基
础是移民。大柴湖移民在南水北调工
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奉献。

大柴湖是全国最大的移民集中安
置区，大柴湖集中安置 4.9万淅川库区
人民，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大柴湖
移民是丹江口水库搬迁最早的移民，为
支援丹江口水库建设，1966年开始移
民大柴湖。大柴湖移民是丹江口水库
历经苦难最多的移民。大柴湖移民曾
远支边青海，近迁邓县和后靠，经历多
次搬迁后才迁徙到大柴湖；大柴湖移民
安置模式最为独特原有的公社、大队、
小队编制不变，整体迁移，集中安置，就
连村庄地名都是从老家“迁去”的，柴湖
移民至今的生产生活习俗与河南没什
么两样，人称“湖北的小河南”；大柴湖
还是湖北省“最年轻”的经济开发区。

我是大柴湖4.9万移民的一份子。我
家原住在淅川老县城东门外。1959年，别
人支边去青海，我与母亲投靠亲友搬到内乡
三姐家。1968年，家兄力劝我与母亲迁往
湖北，到大柴湖生活37年后，因人多地少又
疏散搬迁到其他乡镇，在其他乡镇4亩山坡
地分了9块田，生活不下去，又返回柴湖。

“汉江的水绝不能倒流！大柴湖是
块硬骨头，我们也要嚼碎咽下去！”大柴
湖区委提出响亮的口号。移民们用石

灰浆把“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标语刷
上墙，扛起从淅川带来的镢头、铁锹，新
买来的土筐、镰刀，向荒湖开战，最终把
芦苇荡改造成米粮仓。

新世纪以来，湖北省委省政府多次
在柴湖召开扶贫现场办公会，大柴湖成
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特别是成立开
发区之后，上下齐心不停歇、迈开大步
创新业，建立了全国最大高档盆花生产
基地，建立了智能产业园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变化日新月异。移民安居乐
业，大柴湖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大柴湖连着汉江丹江，连着渠首北
京，我们时刻关心着南水北送。2014年
通水那天，乡亲们抱着收音机、守着电视
机等消息，我与家人喝酒庆贺。因为，滚
滚北流的第一滴水，是我们别离故土的
眼泪，是我们重建家园、历尽艰辛的汗
水，也是我们建设美好幸福家园的动力。

几十年来，作为一名移民，我把宣
传大柴湖移民精神作为己任。2015年
年底，大柴湖成为湖北省委首批命名的
省直机关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如今，花
费3000万元建设即将开馆的大柴湖移
民纪念馆，与精品花卉基地、乡村振兴
示范基地、移民精神体验基地形成“一
馆三基地”的格局，成为大柴湖移民精
神的主要展示窗口。 (全淅林供稿)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川

“清丰全县城乡 72万人，现在都吃
上了南水北调的水，我很欣慰。”12月 1
日，在濮阳市清丰县单拐村备用水厂的
建设工地上，省水利一局项目经理陈建
国正在忙活。

时间回到2011年，陈建国在南阳方
城修南水北调干渠。我曾经跟踪采访
他，一肩扛着国家南水北调工程，一肩扛
着父亲修干渠。

2011年 2月初，河南省水利第一工
程局党委研究决定：任命党员陈建国为
南水北调中线方城段6标项目经理兼党
支部书记。

方城段 6标渠道全长 7.55 公里，跨
渠建筑物 10 座，其中有 3 座倒虹吸工

程，公路桥、生产桥各 5 座。开工时间
大大迟于其他标段，但全线竣工通水
时间是统一的，绝不能拖延一天。

2月16日，陈建国到南阳召开参建单
位首次会议，进行技术交底，安排进场开
工。会议召开前，父亲多次打电话：“建国，
你大哥糖尿病加重住院了，你抓紧回来看
看吧。”3月3日，陈建国的大哥生命走到尽
头，去世前不停地呼喊着：“建国、建国……”

送别了大哥，陈建国回到工地。方
城标段是整个中线地质条件最复杂的地
段，这里有一种土叫“膨胀土”，遇水膨胀，
雨后晾晒几天才能施工，耽误工期。陈
建国想尽办法终于解决了这一技术难
题。2011年汛期，方城段 6标的土方填
筑施工基本没停，进展很快，成为进度领
先的“秘密武器”。

2012年 4月份正是施工高峰期。家
人打电话告知陈建国年迈的母亲病重住
院治疗。4月 25日清早，嫂子在电话中
说：“这次，咱娘不中了！”面对母亲的遗
体，陈建国重重磕了九个响头：“娘，孩儿
回来晚了，孩儿对不您!娘啊，孩儿不是不
孝，请您老人家原谅……”他边哭边喊。

“父亲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痛失亲人
终日以泪洗面，卧床不起。我不能失去父
亲，诳他说来工地上帮我干点活。”陈建国
说，把父亲“哄”到工地上来，帮着看护工
程设备，与门卫老王同住工地门卫室。

2014年 12月，南水北调通水了。陈
建国在自己建的渠道里打一桶清澈的丹江
水，回到老家，亲手洒在大哥和母亲的坟
头，“娘，大哥，建国把工程建好了，这是通
过俺标段的丹江水，尝尝甜不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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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扛稳播绿护水重任 邓州担当精神赓续相传 大柴湖移民的使命与情怀

陈建国忠孝难两全 王玉敏为移民使上命

弘扬南水北调精神
强化特色党性教育

——记南水北调干部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