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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建设特等模范 张买江

上世纪60年代，林县人民为了改变干旱缺水的
困境，从山西引漳河水入林县，我们用最简陋的工
具，在太行山上修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
红旗渠。虽然我今年已经74岁了，但在当年修建红
旗渠时，我是工地上最小的建设者。

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
渠纪念馆的消息。总书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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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些话，我内心非常激动。

10年修渠过程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其中就
包括我的父亲。我13岁接过父亲未完成的事业，到
现在都记得母亲说的“不把水带回来，就不要回这
个家”的话。

刚到工地时，我每天就是把用秃的铁钻收集起
来，到铁匠炉上磨尖钻头，再背回工地让大家用。
后来我不断摸索，并请教工地上的前辈，学会了放
炮、石匠、铁匠这些技术活。

1965年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通水。1966年，
红旗渠修到了我的家门口——桂林镇南山村。到
现在我都记得，参加完红旗渠建设劳模大会，我随
着奔流的渠水跑回家，进门就喊“娘，我把水带回来
了”，母亲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修渠 10年，我在工地上待了 9年。如今，我的
儿子在林州市合涧渠管所工作，负责管渠护渠。“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
精神早已成了我们家的“传家宝”。

年轻时修渠，现在老了，我要让更多年轻人知
道红旗渠的故事，传播好红旗渠精神。在红旗渠干
部学院，我把红旗渠的故事讲给很多人听，他们还
会主动向我请教更多故事的细节，我感到很欣慰，
觉得大家都真正听进去了。

红旗渠精神的传承，离不开青年人的努力。我希
望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干部，能够做到“处处想百姓，事
事为人民”，把红旗渠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③7（本报
记者 谢建晓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整理）

□林州市副市长、红旗渠干部学院名誉副院长 李蕾

红旗渠，是20世纪 60年代，林州人民在党的领
导下，凭着“一锤一钎一双手”，历时10年奋斗，在太
行山悬崖峭壁上开凿的一条绵延 1500公里的水利
长渠，也因此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故事
的鲜活事例。这次能够近距离地为习近平总书记讲
解红旗渠的故事，我内心感到非常自豪、骄傲和激
动。我想这样的感受也是百万林州人共同的心声。

在听取红旗渠修建过程时，总书记非常专注，他
详细询问了当年修渠的细节，并对在当时经济条件
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林州人民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修
成红旗渠的壮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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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
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
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总书记对于红
旗渠的高度评价，是对林州后辈最大的鼓舞和鞭
策。我想，正如总书记所说，红旗渠很有教育意义，
大家都应该来看看。

我是一名林州人，家里曾有三代人参加过红旗
渠工程的修建，特别是我的母亲，她是第一代红旗渠精
神的宣讲员。我是听着红旗渠故事长大的，也有幸成
为一名红旗渠精神的宣传工作者，在一次次宣讲中感
悟和感动，也在不断成长中更加投入和热爱。红旗渠
精神镌刻在一块块太行山石上，融入一滴滴红旗渠水
中。我愿做红旗渠里的一滴水，继续用心用情讲好红
旗渠故事，让红旗渠精神在新时代更加闪耀出彩。

总书记强调，今天，物质生活大为改善，但愚公
移山、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变。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继续秉承先辈们自力
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
神，把红旗渠景区建设好，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让
红旗渠精神更加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从红旗渠精
神中汲取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③5（本报记
者 谢建晓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整理）

□济源市思礼镇水洪池村原党支部书记 苗田才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在安阳考察时提到“今天，物质
生活大为改善，但愚公移山、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变”，
这让我想起了那些年挖山开路的艰苦日子，也更加坚
定了我对愚公移山精神的认识，那就是愚公移山精神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永远都不会过时。

俺村海拔 1460 米，是我省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之
一。20世纪 80年代以前，村里没有通往山下的公路，
村民过着推磨捣碓、砍柴刨地的生活，出门靠爬山，运
输靠肩担。

作为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我认为“要想富，必须
先修路”。而修路需要巨额资金，怎么办？我们全村集
资，有的把姑娘的嫁妆卖了，有的把耕牛卖了，共集资
7000多元，开始向群山发出挑战。

全村人签订了修路契约，凡年满16岁至60岁的男
性村民全部上路，自带干粮和工具，修路所需的炸药等
物资由各家筹集。看到乡亲们冲天的干劲儿，我想，老
愚公移山只有他一家几口人干，俺全村人一起上，就不
信出村的公路修不通！

1985年冬，我带着48个男劳力，踏着冰雪，拉着粮
食和铺盖卷儿，带上铁锹、钢钎，开始了挖山修路。

经过10年苦战，我们共打通3条隧道，终于修通了

近14公里的盘山路。后来，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我们
又用6年时间将“平板车道”拓宽成现在的“机动车道”。

路通了，村里也发生了大变化。俺村积极发展休
闲观光、研学旅游、绿色农产品等产业，2016年实现贫
困村摘帽、贫困户脱贫。村里不仅通了水电网络，家家
还用上了现代化的电器，村民过上了以前想也不敢想
的富裕生活。

我今年77岁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相信，无论
干啥事，只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不怕困难、努力奋斗，
就一定能干成。③6 （本报记者 樊霞 成利军 整理）

愚公移山精神永不过时

□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副主任 张守四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

奇志，誓把山河重安排！”20 世纪 60 年代，林

县人民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苦战 10 个春

秋，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建成了“人工天河”

红旗渠。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孕育形成的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的红旗渠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宏伟目标不懈奋斗

的强大精神动力。

红旗渠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

晶。没有房子就住山洞、睡席棚，没有锅灶就

啃冷窝头、喝山泉水，没有机械就用锤子、铁

钎、双手……红旗渠的修建，充分展现了林县

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

概，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有力证明了社会主义是

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红旗渠是彪炳

史册的纪念碑，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可

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

红旗渠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

的传承。红旗渠是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的生动实践，是党领导人民“为有牺牲

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有力见证。红旗

渠精神的内涵与伟大建党精神、延安精神一

脉相承、高度契合，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

质宗旨、初心使命、优良作风，凝聚了中国共

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

品格，是一面闪耀着民族精神、革命精神光芒

的旗帜，永远不会过时。

美 好 生 活 从 来 都 是 拼 出 来 的 、干 出 来

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党的

十八大以来，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部

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绚丽篇章”的殷殷嘱托，锚定“两个确

保”、实施“十大战略”，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办

成了一件件想办的大事要事，迈上了一个个

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习近平总书记党的二

十大后首次国内考察，强调“发扬延安精神和

红旗渠精神”，为我们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

河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增添了动力。新时

代新征程，我们更要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继

承和发扬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坚毅前行，奋

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新篇章。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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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精神
是我们的“传家宝”

继续用心用情
讲好红旗渠故事

弘扬红旗渠精神
谱写出彩新篇章

专家点评

□红旗渠干部学院培训部青年教师 李媛

我是红旗渠干部学院的青年教师，也是一名“渠四
代”。看到习近平总书记10月 28日到红旗渠视察的新
闻后，我和许多林州人一样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总书记在红旗渠畔的讲话深深地触动着我，不由得
想起了我的太爷爷，想起了那段战天斗地的光辉岁月。

红旗渠开始修建时，我的太爷爷李贵是林县县长，
担任着红旗渠建设的后勤总指挥长。当时正值三年困
难时期，各种物资极度短缺，但是“有需要，找李贵”是
他响亮的回答。修渠时，炸药极度短缺，省委将原洛阳
地区固县水库下马后留下的一批炸药、雷管无偿批转
给红旗渠使用。太爷爷迅速带领数百人，用小推车、马
车、拖拉机翻山越岭全部运到了工地上。为了能让一
线人员吃上东西，太爷爷殚精竭虑，他的担当一直深深
地震撼着我、教育着我。

作为“渠四代”，我非常幸运能在红旗渠干部学院
担任教师，延续几代人对红旗渠的记忆与情怀。三年
来，我向来自大江南北的6000多名学员讲述过红旗渠
的故事，通过现场教学、体验教学、情景式教学等不同
方式的讲述，学员们被红旗渠精神震撼着、感动着。让
我最开心的是，学员们的感动不仅仅在课堂，回到工作
岗位后，很多人会把红旗渠精神对他们带来的帮助和
我进行交流，让我切实感到了自己的付出是有意义的。

“给人以星火者，必心怀火炬”，面对不同的党员干
部、企业高管、青年学员，为了让大家充分了解红旗渠
故事，我常去拜访修渠老人，了解他们在修渠岁月的艰
苦奋斗。我也不止一次站在红旗渠厚重的渠墙上，现
场讲授前辈的修渠故事，在讲述、感悟中也把一条精神
长渠缓缓流进了学员心田。

作为青年一代，我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继承和弘
扬红旗渠精神，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
的青春与汗水在新时代的答卷上留下红旗渠精神传人
浓墨重彩的一笔。③7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李旭兵 整理）

做新时代红旗渠精神传人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黄亚芳

20世纪60年代，勤劳勇敢的林县人民在
党的领导下，苦战10个春秋，凭着“一锤一钎
一双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太行山
上建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人造天河”，也孕
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
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时任河南日报社摄影记者魏德忠跟随红
旗渠的修建，进行了长达 10年的拍摄，留下
了宝贵的影像资料。时隔半个多世纪，红旗
渠精神历久弥新。近日，魏德忠老先生接受
了记者专访，让我们与他一起，通过历史照片
重温修建红旗渠的峥嵘岁月。

回顾数以万计历史瞬间，震
撼之余皆是感动

翻开摄影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映
入眼帘，魏德忠的记忆也被拉回了那个冬天。

1960年 2月，26岁的河南日报社摄影记

者魏德忠，随报社采访团一行来到了林县太
行山区，原本为报道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山
区建设情况。当时他走在半山腰，俯瞰山下，
被眼前的一幕深深震撼，数以万计的工人正
在源源不断地将修渠用的石料运往工地。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愚公移山吗？这就是
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魏德忠感慨着，随
即拿起相机，记录下了这振奋人心的一幕。

这幅作品便是魏德忠当时在林县拍摄的
《移山造海》。也正是那一刻，让他下定决心
留在林县进行长期采访。

“我当时采访了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印象
最深刻的就是当年的红旗渠排险突击队队长
任羊成。”说着，他拿起手中的摄影集，画面中
的任羊成手握麻绳，缺失了四颗门牙，但笑容
灿烂。

当时修渠工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除
险英雄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魏德忠介
绍，在一次除险任务中，山上有很多碎石不停
滚落，任羊成躲避不及，一块碎石砸到嘴上，
他被砸掉了四颗门牙，鲜血直流。情急之下，
他只能忍痛自己把四颗门牙拔了下来，用口

哨与崖上取得联系。
“这是民族的英雄，他们勤劳勇敢的作风

令我十分感动，我当时想，既然拍，就一定要
拍好，让全省人民都来学习林县人民艰苦奋
斗的精神！”魏德忠说。

红旗渠排险突击队冒着生命危险，长期
吊在山体上作业。“近距离拍摄找不到角度，
我只有站在他们对面一个小的悬崖上拍照，
腰间同样系上绳索，逆光拍出剪影。”魏德忠
用镜头定格了一个个凌空开凿的身影，他的
作品《凌空除险》就此诞生，生动记录下了劳
动人民不畏艰险开山劈石的鲜活故事。

赓续红旗渠精神，做新时代
“敢拼”青年

《红旗渠工地铁姑娘》是《红旗渠》系列中
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画面中的四个人物，
身着粗布衣，她们双手粗糙，垫肩宽厚，身背
铁链，肩扛木桩，笑容淳朴灿烂，生动再现了
劳动人民的时代精神风貌，成为红旗渠精神
的标志性影像。当时盘山村四个年轻姑娘，

一起在羊肠小道上运料，四个人抬着大石头
行走艰难，放下大石头休息时，魏德忠说：“姑
娘们拍个照吧！”她们轻松了许多，开心地笑
了起来，垫肩上还搭着拉石头的铁链子。

魏德忠抓拍下了这个精彩瞬间，他说，在
姑娘们看来，把石料运到工地就是最大的快
乐。这张照片，表达出了她们以苦为乐、以苦
为荣的精神状态。

“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感动着我教育着
我，我带着感情采访拍摄，想把人民最真实的
精神状态反映出来并记录下来。”魏德忠说。

遗憾的是，他两年前回访时，四位铁姑娘
已经走了两位。当年的少女如今已是年逾古
稀的老人。2020年年底，这幅作品通过公益
活动义卖筹集到了 2万元，魏德忠委托中国
摄影家协会，把这笔钱作为慰问金转赠给两
位仍健在的“铁姑娘”。

谈到红旗渠精神的继承与发扬，魏德忠
表示，年轻一代要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
量。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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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跟拍红旗渠

本报老记者魏德忠带你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