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评

六十年一甲子，吴祖太离开我们太

久了。六十个寒来暑往，吴祖太精神在

林县绿树碧草的山峦上、在菽粟飘香的

场圃间，一直被念颂，历久而弥新。

吴祖太的名字，不仅被镌刻在了太

行山擎天而立的石壁上，镶嵌在了红旗

渠战天斗地的精神里，而且已经转化为

促进中原崛起的精神动力、诠释中国共

产党艰苦创业史闪光的一页。

这是一种“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

矢志追求。一个异乡人，为了修造红旗

渠，吴祖太离开平原一头扎进深山峡谷

中，不管酷暑不畏严寒，不顾爱人不顾

家，不避生死靠前掌控，不舍昼夜破解难

题……以自己短暂的人生，延长了漳河

水的流程、铺展开红旗渠的流域、丰富了

中国水利建设史的内容，因而他必将永

远地活在人们的心中。

这是一种大爱在民，大公无私的时

代精神写照。吴祖太为什么要义无反顾

地加入修造红旗渠的大军？因为他深

知，建国不久，我们国家还很穷，条件艰

苦的地方最需要人才。吴祖太为什么甘

心情愿舍小家为大家？因为他心中装着

视滴水贵如油的林县人民，深知解民之

燃眉乃人间之大爱，深信我不担当谁担

当乃真正的无私，深知处在这样的时代

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吴祖太精神

是时代精神的写照，但早已经超越了那

个时代，成为一种奋斗精神的映照，成为

一种民族精神的光耀。

要把吴祖太作为一个永久矗立的典

型。风餐露宿的岁月已成过往，但到最

艰苦的地方去焕发青春，到最需要的地

方去施展才华，到最能为人民服务的领

域去奉献自我，这种精神不能丢。身背

肩扛改造山河的时代已经过去，盾构机

效率千倍于人，但现代化设备依然少不

了躬着腰驮起来、耸着肩扛起来的内在

精神驱动。国之大者，当挺直民族的脊

梁。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必

须永远葆有吴祖太这种哪里需要哪里去

的壮志情怀，必须大力弘扬吴祖太的英

雄主义精神！

血沃太行 碧映千秋
□王民选

□本报记者马丙宇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贺洪强徐永立

4月26日，春日里的山西省平顺县

王家庄绿意盎然，渠水潺潺。

闻名于世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就从

这里通过。王家庄“双龙洞”隧道旁，有

一尊塑像被苍松翠柏环抱，渠水从塑像

座基旁缓缓流过。

这是河南原阳人吴祖太的塑像，他

是林县引漳入林工程（后改称红旗渠）首

张蓝图的设计者和初绘者。1960年，红

旗渠开建初期，因进王家庄隧道察险遭

遇塌方，牺牲时年仅27岁。

吴祖太是为修建红旗渠牺牲英烈中

唯一一名外乡人。他是原阳县原兴街道

白庙村人，时任红旗渠总指挥部工程技

术指导股副股长，负责测量设计和工程

技术指导。

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他的回忆录

《红旗渠建设的回顾》里写道：“年轻的工

程技术人员吴祖太，是当初红旗渠工地

少得可怜的科班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

小伙子长得很英俊，高个子，在工程技术

上是挑大梁的……我对他的印象最深。”

吴祖太不知道的是，他设计出的红旗

渠成为“新中国两大奇迹”之一，被誉为“世

界第八大奇迹”，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国家5A级旅游景区。他更不知道，自

己设计出的“青年洞”“双孔洞”“空心坝”等

工程早已成为探寻红旗渠精神的“打卡地”。

“一渠绕群山，精神动天下”。习近

平总书记赞扬“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

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

不会过时”。

直到如今，红旗渠仍润泽着林州大

地，一条“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美太

行”的主旋律越唱越红。

清明节前夕，白庙村吴祖太墓地，原

阳县举行仪式祭奠革命烈士吴祖太，号

召全县党员干部学习他为人民幸福不懈

奋斗的崇高政治品格和“一天等于二十

年”的伟大精神风范。

春去春回，英烈故去已六十余载，但吴

祖太立志报国、勇于担当、战天斗地的精

神，就如红旗渠渠水一样，在人们心间流淌。

大渠不成不还乡

英魂归故里，精神永留存。

从吴祖太牺牲到现在，家乡人民无

时无刻不在怀念他。每逢清明，各级党

员干部都会前来祭奠，群众更是在坟前

增绿添土。原阳县多次组织人员到吴祖

太学习工作的地方，采集整理他的英雄

事迹，建设吴祖太展厅，弘扬吴祖太精

神，让他成为原阳县人的骄傲和学习的

楷模。

在白庙村吴祖太英模展厅入口后

侧，并排放着两张放大修复后的老照

片。为了修建红旗渠，吴祖太与妻子薄

慧贞连张结婚照都没来得及照，跨越半

个多世纪，两人的合照终于以这样的方

式完成。

生离，死别。足够沉重的四个字，却

概括不了吴祖太婚姻的悲壮。

1959年5月，红旗渠勘探和设计工作

正在紧张进行中，吴祖太带领小分队，白天

跋山涉水考察测量，晚上伏案计算画图。

这天，工地上突然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让吴

祖太到地委汇报红旗渠的情况。

车行半路，吴祖太才知在淇县任小

学老师、新婚仅100天的妻子薄慧贞，在

外出义务劳动时，为救护过火车铁轨的

学生被撞牺牲。那年，薄慧贞刚满21

岁。组织上怕吴祖太接受不了，只有以

开会为名让他处理后事。

这个消息，几乎击垮了吴祖太。

吴祖太是家里独子，父母想着早一

点把他的婚事给办了，父母多次写信让

他回家办婚礼，可因南谷洞水库的建设

任务，他答应三次都没有兑现承诺。

1959年春节，善良的薄慧贞徒步跋

涉百多里，从淇县赶来看望吴祖太。工

友了解情况后，于大年初一促成了他和

她的工地婚礼。没有亲人到场，更无婚

宴和蜜月，也就仅仅相处了5天，吴祖太

就与新婚妻子告别重新返回了大山。

震惊、愧疚、痛苦……守着妻子的遗

体，吴祖太坐了一天一夜，满脸泪水，一言

不发，滴水未进。虽痛失妻子，吴祖太心

中却想着红旗渠的事更大更急，就与家人

商量：“先把慧贞安葬在淇县吧，等我忙完

手头的事，再把她接回原阳老家。”

回到林县，吴祖太还是病倒了。住

在一个老乡家里，大家不知道说什么来

安慰他。老乡家有个六七岁的小女孩，

叫妞妞。一天，吴祖太躺在床上，妞妞拿

着两个煮熟的鸡蛋让他吃，吴祖太不

吃。妞妞说，娘跟俺说了，这是给“宝贝”

吃的。吴祖太坐了起来，说谁是“宝贝”

呀？妞妞说，俺是娘的“宝贝”，你是大伙

的“宝贝”。你要是好不了，俺的大渠就

修不成了。吴祖太听后，一把把妞妞抱

在怀里，说：“妞妞，放心吧，叔叔一定会

把大渠给你修成的。”

身体稍一好转，吴祖太强忍内心失

妻的悲痛，就又奔忙在勘测一线，风餐露

宿，席地幕天，在1959年当年设计绘制

出红旗渠第一本蓝图——《林县引漳入

林灌溉工程初步设计书》。

“崖当房，石当床，虎口崖下度时光，

我为后代创大业，修不成大渠不还乡！”

这是参加修建红旗渠民工们写在渠道崖

壁上的豪迈誓言，也是吴祖太精神的真

实写照。

站在吴祖太英模展厅重温入党誓词

后，共青团原阳县委书记白宇发出感慨：

“原阳儿女都应像吴祖太同志那样，坚守

岗位，志存高远，不忘初心。”

脚踏九龙十八弯

红旗渠蜿蜒盘旋，漳河水翻山越岭，

在分水岭分作三条干渠后，四散为千万

条支渠、斗渠和毛渠，为林州带来了期盼

至极的水源。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人们肚子

都吃不饱，勘测设备落后，“引漳入林”测

绘处处充满挑战，危险如影随形。

一次雨后，吴祖太测绘队来到一处悬

崖，临崖向下俯视找点。吴祖太脚下一

滑，就要掉下去的一刹那，他下意识抓住了

悬崖边上一颗带刺的棘针树，队友们慌忙

伸手把他拉了上来才避免了坠入深渊。看

着扎满棘针的手上直渗鲜血，队友们满脸

心疼，吴祖太却笑着自嘲说“自己命大”。

这次惊险后，吴祖太测绘队以后出

征凡遇悬崖作业，就会多带一盘安全

绳。悬绳下崭，游荡定线，是吴祖太测绘

队早期的发明。

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吴祖太

当年跨过九龙十八弯，冒着生命危险，完

成了引漳入林工程首张蓝图，还进行了

三次精准复测。

凭这张蓝图，林县县委、县政府向全

县发出了动员令。1960年 2月，总长

70.6公里的红旗渠总干渠开建，吴祖太

成为红旗渠工程技术设计的奠基人。

鲜有人知，早在1954年，吴祖太就

因为一张高程图和林县与漳河结缘。

吴祖太聪明好学，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了河南省黄河水利专科学校（现黄河

水利职业技术学院）。1953年毕业时，

吴祖太被分配到新乡专署水利局工作。

1954年10月，水利部专家测绘《漳

河沿河高程示意图》，吴祖太就参与其中，

并邂逅当年5月刚上任的林县县委书记

杨贵。看着杨贵盼水、求水的焦虑和林县

滴水贵如油的现状，让学水利的吴祖太心

中一颤，萌发了到太行山帮林县人民找水

的念头。1958年，在“上山下乡”的浪潮

里，吴祖太强烈要求从机关调往林县，一

头扎进了太行山的水利一线。

红旗渠要通过山崖河涧，吴祖太作

为唯一“科班出身”的技术骨干，大胆创

新攻克难关，创造了许多水利史奇迹。

如“青年洞”一段，原拟绕山挖明渠，

工程量和施工难度都很大，吴祖太改进

设计方案，采用凿隧洞，让渠道通过天险

绝壁；在总干渠跨越浊河的地方，他昼夜

思考，设计出“空心坝”，让渠水从坝心通

过，河水从坝顶溢流，解决渠水与河水交

叉的矛盾；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王家庄

隧道，卵石淤土掺杂多变易坍塌，吴祖太

将原设计的单孔“口子”洞改为双孔“鼻

子”洞，大大提升了隧道安全系数。

如今，每逢新生入校，黄河水利职业

技术学院都会组织学生，前往学校的鲲

鹏山水利水电工程仿真实训基地，来到

学校优秀毕业生——吴祖太的雕像前进

行缅怀，定期举办纪念活动。

“渠首源”“双孔洞”“青年洞”“空心

坝”……这些水利杰作，现在被黄河水院

的年轻学子所熟知。工程无法复制，但

吴祖太不畏艰难、苦干实干、勇于创新、

尊重科学的水利精神历久弥新，是他留

给黄河水院乃至广大青年学子一笔可贵

的精神财富。

献身天河红渠赞

红旗渠已经成为一座历史丰碑，永

远镌刻在太行山上。

在红旗渠山碑纪念墙上，因修建红

旗渠而牺牲的81位英烈，吴祖太名列首

位，他们最大的63岁，最小的只有17岁。

谁也想不到，一场塌方意外，让吴祖

太的水利事业戛然而止。

1960年3月28日傍晚6点，收工回

来的吴祖太打好了饭，筷子还未拿起，就

被一位民工打断。

“吴技术员！不好了，隧道顶上出现

裂痕，一直往下掉土掉石头。”这位民工

将王家庄隧道施工情况汇报给吴祖太。

“我现在就去看！”考虑到隧道内民

工安全和第二天施工进度，吴祖太用“等

会回来再吃”回绝司务长“吃了饭再去”

的劝说，匆匆前往工地。

赶到隧道外，吴祖太带着负责安全

的李茂德一起进隧道察看。

万万没有料到，两人进去十几分钟

后，隧道就出现了塌方，吴祖太与李茂德被

埋其中，土石掉落的灰尘久久没能散去。

怕再伤到二人，前来营救的民工们

用手一捧一捧地往外挖土。当大伙儿找

到吴祖太时，这个林县人民心中的“宝

贝”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了。

也就是在当天，林县县委批准吴祖太

为中共正式党员。可因为这次意外，批准

书发不出去了，吴祖太更是来不及得知。

消息传到林县县委，县委书记杨贵

十分痛心，红旗渠总指挥部专门成立治

丧委员会，召开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这位

为红旗渠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水利工程

技术人员。

噩耗传到家乡，原阳县委、县政府及

社会各界群众为吴祖太特别举行了一场

追悼大会，追念他作为黄河好儿女、献身

红旗渠的高尚品质，当年的原阳县报以

通版的形式报道了吴祖太的英模事迹。

林县让吴祖太的生前好友、水利干

部刘合锁，护送吴祖太遗体回原阳。到

达白庙村，吴祖太的母亲悲伤过度，精神

恍惚，一把拉住了刘合锁，端详了好半

天，然后对他说：“孩子，你回来啦！”刘合

锁实在忍不住，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老母亲拉着刘合锁，对在场的人说，

谁说俺的孩子回不来？你们看，这不是

俺的孩儿回来了吗？刘合锁当时“扑通”

一下，就给两位老人跪下了：“娘，我就是

你们的儿子。”两位老人和刘合锁抱在一

起失声痛哭，所有在场的人都潸然泪

下。从此刘合锁成了吴祖太父母的干儿

子，直至为二老送终。

1966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务部追认吴祖太为革命烈士。

1984年，在各方努力下，薄慧贞的棺

椁从淇县迁移至原阳白庙村，与吴祖太合

葬，实现了他生前带妻子回家的愿望。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九

部委联合给“红旗渠建设者”颁发了一张“最

美奋斗者”的集体荣誉，吴祖太受之无愧。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国家广电总局推出“理想照耀中国”英模

人物展播，吴祖太入选其中，称赞他是

“为我国渠道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

红旗渠“最美奋斗者”。

在红旗渠纪念馆，吴祖太的照片高

挂展厅，接受更多人的瞻仰，让他的故事

广为流传。

红旗渠总指挥部干部靳法栋说：“没

有吴祖太的技术，红旗渠修不成。”“一个

外乡人来到林县做了大贡献，忘了谁都

不能忘了吴祖太呀！”修渠特等劳模张买

江深情地说。

这位同林州人民奋战在修渠一线的

年轻人，把整颗心、整个身都留在了太行

深山，他就是一面鲜红的党旗、一座精神

的灯塔，激励引领着后来人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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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向辉）4月28日，全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在郑州

召开。会议提出，我省将持续提升基层监

测监管能力，督促地方政府履行农产品质

量安全属地责任，不断夯实基层监管、执

法、检测体系，加大人员、经费投入，提高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出来”的水平。

会议强调，“十四五”时期，我省农

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将围绕“强监管保安

全，提品质增效益”的主线，按照农业农

村部的安排部署，坚持预防为主、全程

防控，牢牢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统

筹推进两个“三品一标”，增加绿色优质

农产品供给；进一步压实“三个责任”，健

全监管制度机制。运用新理念新技术，

实现监管方式手段创新；抓基层、强基

础、固基本，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系统工

作能力。

会议要求，2021年，我省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将稳步推动农业标准化，围绕我省

十大特色农产品，遴选120个产业规模较

大、成熟度较高的生产基地进行标准化创

建，今年将完成新增600个绿色食品、25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5个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目标任务；加大对蔬

菜、水果、食用菌、水产品、畜产品等主要

农产品的监测力度，做好监督抽查与风险

评估，最大限度降低风险隐患；深入推进

“瘦肉精”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治违禁促

提升”行动，加大巡查检查力度。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 见习记者杨
平）4月28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发布会上获悉，5月10日，第五届全球

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将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郑州E贸易博览交易中心举办。

本届大会以“买全球卖全球”为主

题，将邀请世界贸易组织、世界海关组

织、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

国际组织负责人。此外，一批重要跨境

电商合作项目将在大会签约，这些项目

将为对外开放、经贸交流提供更多的互

惠共赢机遇。

5月9日至11日，全球跨境电子商

务大会展览展示活动将在郑州E贸易博

览交易中心举办，规模3.2万平方米，汇

聚70多个国家10万余种进出口商品。

总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跨境O2O自

提馆将全新亮相，每天推出多款网红特

价进口商品，来这里可以享受到“足不出

户买遍全球”的购物体验。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通讯员胡少
佳 谭亚廷）四月玉都春意浓，如花似玉

绽风华。4月28日，南阳第十七届玉雕

文化节在镇平县开幕。

本届玉雕文化节由中国珠宝玉石首

饰行业协会、南阳市人民政府主办，镇平县

人民政府承办，以“赏精品美玉、游大美南

阳、促产业提升”为主题，设置了六大板块

十八项活动。以“政府出题目、企业做文

章、绩效考评、以奖代补”为运作模式，通过

线上线下融合互动，企业协会共同参与，探

索新营销模式，打响玉健康主题，致力于打

造永不落幕的行业盛筵、全球盛会。

此次玉雕文化节通过举办“建党百

年·玉赞中国”主题玉雕作品展、“玉华

奖”评选等系列活动，旨在集中展示南阳

玉文化产业的宏大规模、强劲态势和卓

越成果，进而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

高格局上唱响特色擦亮品牌，合力推动

玉文化产业转型升级、跨越发展。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见习记者张
惟一通讯员郑卫光）4月27日上午9时，

济源新闻传媒中心电视直播间，济源首

场线上直播“带岗”招聘活动举行，10家

企业的招聘负责人走进直播间，现场发

布招聘信息，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向求职

者抛出橄榄枝，并互动交流。

直播过程中，有60余家企业发布行

政管理、机修数控、行政文员、普工等

2500个岗位。济源新闻传媒中心通过

新媒体和济源新闻综合广播对活动进行

全程直播，近2个小时的直播，吸引了10

余万人次在线收看收听。

“招聘搭上直播快车，正成为线上招

聘的新潮流。”济源示范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宁表示，本

次直播“带岗”招聘活动通过打造企业与

求职者全新互动平台，促进人才与岗位

无缝对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助力示范

区人才高质量就业。

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召开

加强监管 放心农产品“管出来”

5月10日全球跨境电商大会来临

买全球更要卖全球

赏精品美玉促产业提升

南阳玉雕文化节开幕

济源首次直播“带岗”

2500个岗位线上选

本报讯（记者李海旭）省总工会于近日

印发《关于表彰2021年河南省五一劳动奖和

河南省工人先锋号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344名先进个人、65个先进单位和145

个先进集体受到表彰。

《决定》指出，2020年以来，全省广大职

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无私奉献、开拓进取，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

凡故事，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唱响了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时代乐

章。为进一步增强新时代工人阶级的自豪感

和使命感，省总工会决定，授予恒天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加工事业部冷作班班长贾锦辉等

344名同志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授予河南新

飞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65个单位河南省五一

劳动奖状，授予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细纱车间等145个集体河南省工人先锋号。

4月28日，洛阳市孟津区朝阳镇石沟村的千卉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高端芍药鲜切花

种植基地，被花农包装好的一束束芍药鲜切花搭乘飞机销往广州。预计该基地今年鲜切

花量可达40万支，产值150万元以上。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郑战波马绍磊摄

吴祖太与红旗渠
——六十一年后的初心追寻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揭晓
344人65个单位获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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