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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精神 | 咬定目标、苦干实干、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一则典故传千年

□本报记者 樊霞 成利军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自济源东进入市区，
路边的一行红色大字跃入眼帘。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愚
公移山最早是见于《列子·汤问》的一则古老寓
言，讲述的是愚公锲而不舍、挖山不止的故事，诠
释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发图强的优秀传统
文化基因。

“愚公移山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
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创业精神的卓越代
表。”中共济源市委党校副校长赵艳说。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致闭幕词时引
用了愚公移山的典故，既表达了坚持抗战到底和
建立新中国的信心和决心，又实现了愚公移山从
神话故事到民族精神的升华、从优秀传统文化向
革命文化、先进文化的转变。1957年 10月 9日，
毛泽东挥笔写下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批
语，鼓舞中国人民抒写了无数重整山河的壮丽诗
篇。

伟大的精神，总是在鲜活的实践中得以发扬
光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
弘扬愚公移山精神，把愚公移山精神视为中华民族
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创业精神的
卓越代表，进一步丰富了愚公移山精神的内涵，推
动了愚公移山精神的创新性发展。

愚公移山，一则寓言，一种精神，传承千年，
历久弥坚。“济源是愚公移山精神的原发地，愚公
移山精神更是济源的城市精神。”济源人谈起这
个话题充满自豪和骄傲。

从革命战争年代的“河防堡垒”杜八联，到留
庄“英雄民兵营”；从修建引沁济蟒渠，到水洪池
村十年修一路；从创办闻名全国的“五小工业”，
大力兴办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到在市场洗礼中
做大做强；从实现由县到县级市再到省辖市的体
制跨越，到全面深化改革在全国、全省的试点先
行，深刻体现了筚路蓝缕、毕力平险的愚公移山
精神，体现着济源人民披荆斩棘、挖山不止的韧
劲和品格。

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

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一系列国家级荣誉
称号；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获批，迎来千载难逢
的重大发展机遇……在愚公移山精神的激励下，
济源逐渐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经济更加强
盛，环境更加优美，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
谐，人民更加幸福。

今日之中国，正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在新的长征路上，更需要
坚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
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切实发挥‘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的先锋作用。”赵艳说。

“对于济源而言，我们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传承愚公
移山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抓住建设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等重大发展机遇，当好转
型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急先锋’，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济源，奋力谱写新时代济源出
重彩的绚丽篇章。”济源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市委
书记史秉锐说。③7

二七精神 | 坚定信仰、忠诚为民、敢于斗争、勇于担当

□本报记者 李林

一座屹立于城市中心的塔，回望着历史，也
在为城市赋能。这种能量，来源于特殊的历史节
点和特殊的历史事件交汇与沉淀后形成的强大
精神力量。

这座塔，就是郑州人耳熟能详且为之倍感骄
傲的二七纪念塔。

1923年 2月1日，1000多名铁路工人从郑州
车站出发，向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场——普
乐园挺进，反动军警不断阻挠。工人们冲破阻拦进
入会场，郑州铁路工人领袖高斌庄严宣布总工会成
立，反动军阀吴佩孚恼羞成怒，派军警将会场捣毁。

2月 4日，高斌拉响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
第一声汽笛，以郑州为中心，北起长辛店，南至汉
口，1200多公里长的京汉铁路顿时全线瘫痪。

2月 7日，吴佩孚对罢工工人实行血腥镇压，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施洋、林祥谦、
高斌等52人英勇牺牲，300多人身负重伤，1000

多人被开除，郑州党组织也遭到破坏。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然失败，但它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在中
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这些斗争，是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是
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也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
益。”1939 年，毛泽东在“二七”纪念大会上指
出。周恩来高度评价“二七”革命斗争，“是中国
大革命前的一次启蒙运动”。董必武曾为纪念

“二七”题诗：虽败荣犹著，英光永世红。
郑州作为这次大罢工的策源地，在中国革命

斗争和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并未停息，郑

州再次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
1925年 2月 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

表大会在郑州召开，在九个分工会中郑州是这一
时期铁路工会的核心区域。

1926年吴佩孚再次占领郑州，10月初，郑州
分工会委员长汪胜友、工务处工人总代表司文德

被逮捕，15日二人被杀害在郑州的长春桥（今郑
州二七广场），残忍的敌人将二人的头颅割下，悬
挂在电线杆上。

1971年，郑州在当年汪胜友、司文德牺牲的
长春桥旧址兴建了二七纪念塔，以此纪念“二七
大罢工”。对于郑州来说，二七纪念塔不仅是城
市独特的公共造像，更是伟大的“二七精神”的重
要载体。

不仅如此，郑州市还有一系列和“二七大罢
工”有关的地名和单位名称，二七区、二七路、二
七广场、二七纪念堂、二七商业圈，郑州更是被称
为“二七名城”。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革
命先烈用热血铸就的“二七精神”在不断演进：全
国劳动模范江学铜用实际行动诠释“拼搏、奉献、
进取”的“二七精神”；战斗英雄张利修自觉做革命
传统教育，演绎着“担当奉献”的“二七精神”；二七
区陇海大院40余年爱心接力帮助高新海的感人
故事，诉说着“团结、奉献”的“二七精神”……③7

一座高塔著荣光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7月的南太行，如诗如画。“缠绕”在半山腰的
红旗渠，水质清澈，静静流淌。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我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红旗渠青年洞，前来学
习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抚今追昔，面对党
领导人民创造的这一伟大奇迹，放声高歌。

“当时，地处三省交界、太行腹地的林县水源
奇缺。为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县委书记杨贵带领
群众一头扎进茫茫太行，生生从太行山的悬崖边

‘抠’出一条千里长渠……”红旗渠纪念馆讲解员
牛琳琳声情并茂的讲述，把现场游客一下带回到
那个年代。

林县（今林州市）位于河南北部、太行山脉东
麓，地处豫晋冀三省交界处。受气候、地形及地质
条件的影响，土薄石厚、水源奇缺，历史上“十年九
旱”。为解决用水困难，林县人决心“引漳入林”，

“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1960 年 2月，他们扛起工具、背上铺盖和干

粮，浩浩荡荡开进太行山。没有住的地方，就睡在
山崖下、石缝中；没有工具，就带着家里的工具上工
地；没有炸药自己造，没有水泥自己制……他们共
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2座渡槽，开凿211条
隧洞，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凿出了一条“人工天
河”，孕育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
奉献”的伟大的红旗渠精神。

半个世纪以来，秉持这种精神，林州十万大军
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一路栉风沐雨、
筚路蓝缕，书写传奇。

——十万建筑大军，由散兵游勇到有序流动，再
到成建制出击，分布在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建筑
业成为林州的支柱产业。

——不畏山高沟深，架桥修路，高速公路东连
安阳西达山西长治，晋豫鲁铁路通道横贯东西，林
州从交通末梢一跃成为三省通衢。

——新修渠东路、渠畔路，带动沿线黄华镇止
方村、庙荒村等众多山村变为景区，打造出乡村振
兴的“林州样板”。

……
人民至上，这是林州市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

的理念。近年来，林州市以基层组织建设为抓手，
深化村居巡察、以巡促治，下沉治理重心，努力形
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该市坚持以上率下、以干带群，深入开展“全
民动手·清洁家园”“平安交通·畅通林州”和“文明
出行”志愿服务活动，让一城人动起来，让一座城
美起来；严格执行全民学习日制度，办好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农民夜校；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典范城市结合起来，在党员干部中开
展“样样当先进、行行争一流，人人都努力、林州更
美丽”活动，结合“红旗渠·太行大峡谷”景区打造

“中国画谷”、红旗渠精神营地，依托政策支持加快
推进国家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高新技术项目
园区建设……

从“全面振兴、实现小康”，到“精神立市、工业
强市、和谐兴市”，再到建设“世界人文山水城市”，
林州各级党组织，始终不忘为民初心，书写了林州
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传奇。

“自力更生创奇迹，高举红旗永向前！”骄
阳下，红旗渠水静静流淌，党员群众的歌声在
山间久久回荡……③8

红旗渠精神 |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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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泓清泉写传奇

□本报评论员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

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

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

精神之源。

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

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

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的答案，书写于华夏九州的巨变之中。

岁月会随烟尘流逝，但英雄精神永在；记

忆会被时间冲淡，但崇高信念永存。一路走

来，我们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谱写时代壮歌，

留下丰碑无数，汇成共产党人的精神图谱——

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前，焦书记亲手栽

下的泡桐已亭亭如盖，群众来此消暑纳凉，学

员在此驻足深思。斯人已去，风骨长存，半个

多世纪以来，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始终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开拓进取、不懈奋

斗。

红旗渠蜿蜒而下，如一抹银丝环绕巍巍太

行。谁曾想到，多年前，这是林州人抱定“敢教

日 月 换 新 天 ”的 信 念 ，于 万 仞 峭 壁 间 硬 生 生

“劈”出来的一道渠？经历岁月洗礼，红旗渠的

故事至今仍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曾经，中国人头顶上有三座大山，令人望

而生畏；后来，一位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教员，

重申“愚公移山”的道理——子子孙孙无穷匮

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于是，中华民族

再度燃起斗志，再度抒写重整山河的壮丽诗

篇。

肃立在红军洞前，遐思与逸兴齐飞，精神

世界重回峥嵘——那些年，金刚台的干部群众

穿密林、攀危岩、宿山洞、卧冰霜，从 1921 年中

国共产党诞生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创造了

“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二七塔屹立于城市中央，镌刻历史也注视

着当下。拾级而上，思绪飘向悠远的过去：遥

想当年，时局风雨如晦；登高临远，但见二七商

圈游人如织，神思又回归繁华的当下。那一

刻，历史与现实风云际会，厚重与灵动交相辉

映，迸发出蓬勃向上的伟力。

一世纪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建党

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

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

的一百年。历史与荣耀都是序章，伟大的精神

将与世长存。如今，中原儿女传承红色精神、

砥砺初心使命，必能谱出经天纬地的宏大乐

章、书写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1

要留精魄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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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精神 |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本报记者 龚砚庆 史长来 实习生 钱程 胡瑞

盛夏的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前，当年焦裕
禄同志亲手栽下的那棵泡桐华阴如盖。每天，都
会有周边的群众在树下休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学员在此仰望“焦桐”。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
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
意气……”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写尽了焦
裕禄的为民情怀、初心本色，道出了生生不息的焦
裕禄精神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河南视察，并对新形势
下如何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作出深刻阐述，指出
焦裕禄精神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体现了
共产党人精神和党的宗旨，要大力弘扬。

焦裕禄为政一心为民，为人严以律己，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
了党员干部绝不能有任何特权的行为准则、也不能
有任何特殊利益的政治品格。

正是秉承“心中装着全体人民”的宗旨意识和
公仆情怀，焦裕禄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以身示范，
团结带领全县人民斗风沙、除“三害”，让兰考走上
开拓奋进的发展道路。

虽然焦裕禄同志已经离开我们57年了，但他
的崇高精神却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无论过去、现
在还是将来，都永远是亿万人民心中一座永不磨
灭的丰碑，是所有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精
神，让生生不息的焦裕禄精神发扬光大，“要像焦裕禄
一样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
党员、好干部”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心声和追求。

在兰考，焦裕禄纪念园里每天访客络绎不绝，

大家认真学习、用心感受，追寻先烈足迹、传承红
色基因；

在开封，不仅围绕焦裕禄精神创作歌曲《念奴
娇·追思焦裕禄》《桐花颂扬焦裕禄》等一大批文艺
精品，还重新遴选 150人的精干力量，组建 13支

“红色文艺轻骑兵”焦裕禄精神宣传小分队；
在河南，一批又一批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

部不断涌现，他们或扎根基层、不畏艰苦，或兢兢
业业、尽职尽责，或甘于奉献、动真碰硬，用行动谱
写着新时代焦裕禄精神之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一直以来，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
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永恒课题，坚持走在
前、作表率，坚决守好“钙源”补好“钙”，把焦裕禄
精神一棒接一棒、一代接一代往下传，让焦裕禄精
神永远在中原大地上绽放光芒。③9

一棵泡桐映初心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主力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在党的领导
下，金刚台妇女排穿密林、攀危岩，宿山洞、卧冰
霜，吃野菜、嚼草根，坚持斗争，让红旗永竖大别
山。这是多么好的榜样啊！”

肃立在商城县金刚台猫耳峰景区红军洞群
前，带队参加特别党日活动的潢川县卜塔集镇中
学副校长蔡畅激动地说：“回去后，不仅我们要身
体力行，更要把大别山精神融入课堂教育、种在孩
子们心中。”

从山上下来，蔡畅领着10余名党员教师，列队
在红军广场西侧红二十五军集结地纪念馆前的鲜红
党旗下，高举右手，重温入党誓词，坚定初心使命。

“2017年 1月，金刚台红军洞群就被列入《全
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今年又入选国家‘建
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根据红二十五
军和红二十八军在金刚台豹子岩集结整编的史
实，我们新建的红二十五军集结地纪念馆建成不
久，就入选信阳市首批党史学习教育基地。”景区
负责人张发彬说，“今天一天我们接待了4个团队
数百人来此参观学习。”

“信阳新近评出的柳林革命纪念馆、张玉珩故
居纪念馆、五虎岔羊战斗旧址纪念馆、赵崇德纪念

园等首批10个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加上此前推荐
评定的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王大湾会议
旧址纪念馆、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大别山商城革命
历史纪念馆、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何家冲纪念
园和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等6个河南省党史
学习教育基地，越来越多的信阳红色遗迹遗存被
挖掘利用，成为学习弘扬大别山精神的主阵地。”
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祝辉说。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
成立，党领导大别山区军民创造了“28年红旗不
倒”的革命奇迹，用鲜血和生命锻造了“坚守信念、
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

2019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深入信
阳革命老区后强调，“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
的重要建党基地，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
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信阳围绕打造“全国知名的红色文化传承
区”，持续加强红色基因库建设，高起点改扩建鄂
豫皖革命纪念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规
划建设商城起义纪念园、红二十五军长征文化主
题公园，持续深化大别山精神研究。

与此同时，纪录片《吴焕先》《许继慎》在信阳
拍摄，长篇小说《大别山》正式出版，民族歌剧《银
杏树下》全省公演，“大别山记忆”——28件革命
文物故事开始展播，通过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大

力弘扬大别山精神。
7月 8日，信阳“弘扬大别山精神、青春起航新

征程”主题演讲比赛决赛成功落下帷幕，这场持续
近两个月的主题演讲比赛活动，经过初赛、复赛、
决赛，在信阳青年人中掀起一场“学党史见行动、
砺初心再出发”的“红色风潮”。

共青团信阳市委书记刘庆东说：“弘扬大别
山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红旗永竖大别
山，青年人更要当先锋打头阵，勇做堪当民族复
兴重任的时代新人。”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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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红旗永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