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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 4 月 5 日，红旗渠通水了。
2014年4月5日，分水苑景区开苑了。
2014 年 5 月 1 日，红旗渠纪念馆新

馆隆重开馆。
10年修渠，荒岭秃山头见证了一代红

旗渠人奋战太行；两年改造，红旗渠景区
目睹了当代红旗渠人扮美太行。现在的
红旗渠畔争奇斗艳，处处芳菲，一代人的
梦想实现了，又一代人的梦想开启了……

最高标准上规划——启梦

2011 年 4 月，经 20 余年滚动发展的
红旗渠风景区迎来了第 14 个国家级荣
誉称号——被国家红办命名为“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以此为契机，红旗
渠风景区迅速启动了整体升级改造项
目，并列入安阳市“十大文化旅游工程”
和林州市“旅游重点建设工程”。

建就要建成最好的，改造就要改造
成 5A 级的，要请全国最好的规划设计单
位来规划设计红旗渠风景区整体升级
改造项目。当代红旗渠传人们本着这

样一个简单的想法，立即联系了多家在
全国具有甲级资质的旅游规划设计单
位，分别反复沟通，多次实地考察，同时
逐级汇报，最终确定由北京土人景观与
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来规划设计，由北
京天图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完成布
展。

2011 年底，红旗渠风景区整体升
级改造修建性详规文本完成。以“自
力 更 生 、艰 苦 奋 斗 ”的 创 业 精 神 为 主
线，突出“红色旅游”的主题概念 ,彰显
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丰碑 ,以国家 5A
级旅游区为建设目标，到 2014 年将红
旗渠景区建成配套设施完善的四个功
能区，即红旗渠纪念馆展览展示及红
色培训教育区、分水苑中华水利科普
展示园区、青年洞艰苦创业体验区、络
丝潭生态休闲区。通过战天斗地的历
史事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鲜活
生动的真实资料、图片、实物、场景的
展示，使之成为全国重要的红色教育
培训基地 ,并实现红绿结合 ,打造年接

待游客 150 万人次的 5A 级全国红色
旅 游 经 典 景 区 。 项 目 规 划 总 面 积
49.31 公顷 ,总投资 1.5 亿元 ,主要工程
包括 :新建红旗渠纪念馆、分水苑景区
及基础配套设施、中华水利科普展示
园区、青年洞主入口廊桥——游客中
心、青年洞连线景观工程、青年洞景
区基础配套设施等。

布展设计同步完成，总体设计定位
突出历史性、史诗性、时代性和永恒性，
展览展线构想从“鲜明而震撼的点题”
入手，经“回溯历史的简明铺垫”、“核心
与灵魂”、“庄严神圣中的升华”、“对比
中的总结概括”，至“汇聚中的辉煌呈
现”结束，通过序厅和五部分展览主题，
为游客营造再现历史、触摸历史、穿越
历史、对话历史的效果与氛围，激励鼓
舞游客不断开拓进取走向新的辉煌。

在推进规划设计的同时，红旗渠当
代传人们发扬红旗渠精神，一方面自筹
资金，一方面向银行贷款、项目申请，截
至 2012 年 3 月底所需资金全部到位。
勇于有梦才能实现梦想，红旗渠风景区
整体升级改造的梦想向着实现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梦开始了……

最快速度推进度——追梦

2012 年 4 月，新建红旗渠纪念馆室
外土石方工程和红旗渠青年洞旅游道
路、廊桥——游客中心、连线景观等工
程先后开工，各参建单位严格工程质量
管理，严抓工程进度推进，将全部力量
集中到了工程以最快速度推进上来。
截至 2012 年底，完成了纪念馆主体框架
结构封顶，完成了青年洞廊桥——游客
中心钢结构主体安装，完成了青年洞旅

游道路路基、挡土墙及护坡工程，各项
工程进展顺利。

2013 年，为最大程度地减小 S228 省
道改线与分水苑工程交叉施工相互影
响，在青年洞工地召开现场会，将力量
调整集中到了青年洞相关工程推进上
来，会议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树立时
间观念，实行台账管理，严格例会督察，
落实奖罚措施，各项工程全速推进。通
过再加压再加速，青年洞所有工程项目
经受了“五一”的考验，“十一”正式投入
运行。

青年洞相关工程完工后，审时度
势，再转战场，针对上级要求快、施工队
伍多、交叉影响大等问题，制定了“工作
不论点，问题不过夜”、“吃住工地，现场
发 现 问 题 ，现 场 解 决 问 题 ”等 措 施 。
2014 年 2 月 19 日，组织召开誓师大会，
各参建单位举手宣誓，工队人员上足机
械开足，指挥部坚守工地强化协调，监
理单位加强监管全力支持，工程推进进
入冲刺阶段，梦就要实现了……

最佳新颜美太行——圆梦

10 年修渠，历经艰难险阻；两年改造，
克服重重困难，梦终于圆了……

两年来，一条红色飘带舞在了太行
山腰——青年洞廊桥及游客中心，红旗
渠形态的延伸，红旗渠精神的升华，采
用全钢结构，底部架空，局部悬挑，跨过
公路一直延伸到山上与红旗渠相连。
廊桥长 350 米，基底面积 3232.66 平方
米，投资约 3000 万元。

两年来，一道蜿蜒连线引来了步步
景观——青年洞连线景观，包括雕塑小
品 5 组,景观台 9 个,游船码头 6 个，旅游

厕所 3 个,投资 2000 万元。
两年来，一座磅礴展馆映在了天河

之旁——红旗渠纪念馆新馆，建于红旗
渠一干渠外缓坡之上，为半地下建筑，
整体形态犹如舞动的红色水渠，前段悬
挑在一干渠之上，通过景观视窗可俯瞰
整个分水苑景区，投资 5000 万元。

两年来，还建成了青年洞景区生态
停车场 11000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40 余
辆大车和 280余辆小车停放；建成了青年
洞至络丝潭旅游道路 2000 余米，沿渠游
览路线总长达 3369米，是原来 600米的 5
倍之多。建成了分水苑景区生态停车场
18000 平方米；建成了门前广场 6500 平
方米；建成了集票务服务、医护、保卫等
功能的游客服务中心 900平方米；建成了
轴线水平面景观及演艺广场 15000 平方
米。同时，收集纪念馆布展文物共 87项，
其中实物类文物 1500 件，资料类文物
200余件。新建成的分水苑景区占地 500
亩，面积扩大了 8.3 倍；纪念馆新馆建筑
面积 6300 平方米，布展面积 4000 平方
米，展线总长 515 米，分别是老馆的 9.２
倍、8.7 倍和 1.6 倍。新馆集图片 300 张，
实物 1000件，展柜 15组，雕塑 9组，灯箱 5
组，投影 2组，场景 4组，沙盘 2组，真实山
体塑型 1290 平方米，触摸屏 6 组，电子签
名 1 组，振动平台 1 组，运用空间环境艺
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灯光艺术、多媒
体艺术、图片艺术、场景模型艺术、影像
艺术八大手段来展示展览。

以纪念馆新馆开馆为契机，红旗渠风
景区将奋力争创国家 5A 级旅游区，争创
国家级标准化景区，勇挑红旗渠当代传人
重担，续写红旗渠跨越发展新的传奇。

（秦消寒）

红旗渠纪念馆新馆开馆

(配图为纪念馆内外景)

新华社东京5月 4日电 中国
乒乓球男队和女队 4 日在东京世乒
赛的半决赛中分别以 3∶0 战胜各自
的对手，顺利晋级决赛。

中国男队在半决赛中的对手是
中华台北队。许昕首个出场迎战陈建
安并以3∶0为中国队先得1分。马龙
则在第二场3∶0胜了老将庄智渊。张
继科在对阵黄圣盛的首局获胜后，意
外输掉了第二局比赛，好在他迅速调
整连扳两局，为男队锁定决赛席位。

女队则在半决赛中对上了老对

手新加坡队。李晓霞以 8∶11 输掉
了对冯天薇的首局比赛，第二局又
一度在 10∶4 领先、手握 6 个局点的
情况下被对手连得 4 分，迫使主教
练孔令辉不得不叫了暂停。好在暂
停之后，李晓霞没有再浪费局点，以
11∶8 扳回一局，最终以 3∶1 为中国
队取下“开门红”。

丁宁对阵于梦雨的比赛相对顺
利，直落三局赢下比赛，朱雨玲也在
第三场与李思韵的“新星之战”中轻
松获胜。④11

本报讯（记者陈 元）由河南省
网球协会、中原网球训练基地管理
中心主办，中原网球训练基地管理
中心承办的首届“中原·体彩杯”业
余网球赛于 5 月 1 日至 3 日在中原
网球中心举行。

经过多轮的角逐，孙金峰/蒋建
森、陈义初/仇建刚、谭荣登/曲涛获
得厅级干部双打一、二、三名，候继
峰/翟鹏翔、牛进平/王师、张莹/李保
海获得处级干部双打一、二、三名。

中原网球中心主任、省网协副
秘书长荣长安告诉记者，网球是一
项非常适合强身健体的活动，在河
南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

来。将于 5 月 26 日至 6 月 1 日承办
由 ITF（国际网球联合会）主办的女
子网球大奖赛郑州站的比赛，是河
南首次承办的世界级网球赛事，预
计会吸引来自全世界的百余名女子
顶尖选手参赛，为河南网球爱好者
带来一饱眼福的大好机会。④11

体彩乐园

首届中原体彩杯业余网球赛收拍

东京世乒赛

中国男、女乒晋级决赛

5月 1日至 3日，2014河南省体育舞蹈公开赛在河南省体育馆举行，共
有来自省内外60多支参赛队的4500多位选手参加了竞技。参赛人员主要
来自全省各中小学、俱乐部和各地体育舞蹈协会，是近几年来参加人数最
多、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比赛。省社体中心二部主任姚贵香告诉记者，我
省参与体育舞蹈运动的人数众多，但高水平运动员较少，经过这些年的赛
事洗礼，我省体育舞蹈的整体水平在逐步提高。④11 本报记者 陈 元 摄

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5 月 4
日，从江苏太仓传来喜讯，在 2014
年国际田联竞走世界杯女子青年组
10 公里竞走决赛上，河南“90 后”小
将段丹丹在大雨中走出今年世界最
好成绩——43 分 05 秒，为中国队夺
得一枚金牌。

在本场比赛中，中国队一共派
出了段丹丹、杨家玉、寸海璐 3 人参
赛。我省 19 岁小将段丹丹实力出
众，比赛经验丰富，可以说是中国队
夺金的头号人选。上午 9 时，发令
枪一响，捷克的德拉霍托娃率先冲
到了队伍的最前边，俄罗斯选手格
莱特金娜紧随其后，段丹丹和杨家
玉分列三四位，这四人构成第一军

团。将其他选手远远甩在身后。比
赛进行到 4 公里时，现场的雨越下
越大，段丹丹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反
而向前两名发起冲击，当比赛进行
到 6 公里时，段丹丹紧紧咬住格莱
特金娜和德拉霍托娃，比赛成了这
三个人的较量。这时，比赛出现意
外，格莱特金娜犯规被罚离场，段丹
丹越战越勇，最后的冲刺阶段将德
拉霍托娃甩在身后，最终以 43 分 05
秒的绝对优势夺冠；杨家玉也在最
后关头超越捷克人，以 43 分 37 秒的
成绩收获一枚银牌，使得这个项目
的团体金牌也落入中国队囊中。

段丹丹出生于 1995 年 5 月 23
日，河南安阳人，身高 166 厘米，体

重 47 公斤，2012 年 11 月 2 日入选国
家竞走集训队后成绩不断提高。
2013 年 6 月她在国际田联竞走挑战
赛中获得 20 公里第七名，1 小时 32
分 47 秒的成绩达到了健将标准，同
年 9 月的全国竞走锦标赛她又取得
女子青年组 20 公里竞走的冠军，成
绩为 1 小时 38 分。河南省田径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李激扬介绍，段丹丹
的夺冠是河南田径有史以来在奥运
会、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三大世
界级赛事上的第一枚金牌，虽然是
青年比赛，但也弥足珍贵。随着训
练的深入，段丹丹的成绩将会有进
一步的提高，她下一个目标将是在
奥运会和全运会取得好成绩。④11

实现河南田径“零的突破”

段丹丹夺段丹丹夺金竞走世界杯金竞走世界杯

段丹丹冲过终点段丹丹冲过终点。。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李 悦）一场精彩的进球
大战，一次漂亮的单骑救主，在 5 月 4 日结
束的中超第十轮联赛中，客场作战的河南
建业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其
中下半时替补登场的张璐更是上演了梅开
二度的好戏，4∶3 力克江苏舜天也让近况不
佳的建业拿下了本赛季首个客场三分。

▶▶建业战术明确
两年前，同样是在南京奥体中心，德拉

甘率领的江苏舜天曾经以 5∶1 给建业留下
了惨痛的记忆。比起当年的那支舜天，如
今高洪波领衔的江苏队实力更胜一筹，其
中亚冠射手德扬的加盟也让主队在赛季初
就抱着重回亚冠的宏伟目标。

可惜联赛打了将近三分之一，雄心勃
勃的舜天却以 3 胜 4 平 2 负的成绩仅仅排在
联赛的中游，归根结底就是主帅高洪波上
任后的 352 新阵型在这里有些水土不服。
本场比赛建业在赛前针对舜天的三后卫体
系做足了准备，进攻时坚决突击对手两个
边路的身后空当。

虽然比赛开始仅仅 10 分钟，主队就利
用一次角球的机会由外援埃雷尔森头球攻
破建业大门，但 11 分钟后建业就边路反击
由徐洋反越位成功将球吊射入网。整个上
半场两队放弃了无谓的试探拉锯，比赛一

直在高节奏的进攻对抗中进行，精彩场面
也是层出不穷。1∶1 战平后，舜天曾经利用
建业门将周亚君扑球脱手的机会再次取得
领先，而黄希扬一脚刁钻的任意球又帮助
建业顽强地追平了比分。

▶▶奇兵张璐建功
半场过后战成 2∶2 平也让唐尧东坚定

了与舜天打对攻的想法，在中场休息时他
首先变阵派上了攻击力更强的张璐，而这
个奇兵的登场也确实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
用。第 57 分钟，张璐禁区前的大力抽射帮
助建业实现了反超，紧接着 7 分钟后，他又
突入禁区用一脚冷静的推射上演了梅开二
度的好戏。

张璐的两粒进球也彻底打乱了主队
的战术部署，高洪波在无奈之下不得不放
弃了 352 的阵型改打 4 后卫配置，不过阵
型的改变也影响到了舜天的进攻套路，只
能各自为战的江苏球员更多的时候仅凭
借着个人技术来完成进攻，虽然第 72 分
钟江苏队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追回一分，
可面对众志成城的建业，这粒进球显然为
时已晚。在全场球迷的下课声中，高洪波
只能黯然地接受了本赛季的第三场失利，
4∶3 取胜的建业也终于暂时脱离了倒数第
二的位置。④11

张璐梅开二度 建业客场首胜

先是联赛遭遇三连败，紧接着面
对保级竞争对手哈尔滨毅腾，又在主
场拱手送上一分，四场糟糕的表现让
本轮客场作战的河南建业面临着背
水一战的困境，最终顶住压力的他们
打出了难得一见的血性，4∶3 实现逆
转也是建业本赛季踢得最为漂亮的
一场比赛。

实际上以建业目前的球员配置，
在整个中超 16 强中他们应该稳居中
游位置，但九轮联赛过后球队 1胜 4平
4 负仅排在了倒数第二的位置，这也
与加大投入的俱乐部的愿望背道而
驰。平心而论前九轮联赛，建业有些
比赛确实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全取三
分，但有些场次球队的未战先怯也备
受球迷们诟病。不说客场与鲁能的
力争保平不思进取，单说主场对阵哈
尔滨毅腾，想赢怕输的建业背上了过

多的心理包袱，除了浪费多次机会，
下半场还被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围
攻，真让人看不懂。

幸好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俱乐
部管理层及时给予了支持，就在与舜
天的比赛前，俱乐部董事长胡葆森也
专程给主帅唐尧东减压，许诺这场比
赛无论胜负，都不会危及他的帅位，
而这番承诺也让一身轻松的老唐最
终在困境之下选择了放手一搏。事
实证明放下了心理包袱的建业还是
有在中超立足的资本，能够客场在两
度落后的情况下实现逆转，本身就说
明了此前球队的糟糕战绩更多的是
心理因素，但愿这次知耻后勇的经
历，能让建业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份气
质，毕竟在中超这个一亩三分地，“专
治各种不服”的建业才是大家熟悉的
那支中原之师。④11

知耻才能后勇
□李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