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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于文静、韩朝阳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
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
　　 20 世纪 60 年代，河南省林县（今林
州市）人民在县委领导下，历时十年，绝
壁穿石，挖渠千里，将“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之旗插
在太行山巅。
　　红旗渠在太行山上蜿蜒流淌至今，
它是滋润百姓的“生命渠”，是催人奋进
的“幸福渠”，更是永不断流的“精 神
渠”。

“生命渠”滋润心田

　　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林州，山多水
少，缺水是千百年来最深、最痛的记忆。
在县志上，“大旱、连旱、凶旱、亢旱”等字
眼频现。
　　缺水久矣，盼水心切。尽管人们曾
经努力，但缺水历史并没有终结，直到新
中国成立后，还有人因打翻水桶而自责
上吊。31 岁的县委书记杨贵站了出来，
多方考察后，县委决定从山西平顺县引
浊漳河水入林县。
　　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决策。杨贵不
仅面临工程技术上的考验，还面临政治
前途上的风险。
　　“我们可以坐着等老天爷的恩赐，这
样我们的乌纱帽肯定保住了，却战胜不
了灾害，遭殃的是人民群众。”掷地有声
的话语，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担当。
　　为民修渠，赢得百姓的支持与拥护。
县委征求意见时，林县百姓说：“国家没
钱，我们自带干粮也要修成，这是祖祖辈
辈的大事。”
　　“蓝天白云做棉被，大地荒草当绒
毡。高山为我放岗哨，漳河流水催我
眠！”红旗漫卷太行，人人斗志昂扬。
上无寸物可攀，下无片地可立，人们腰
系缆绳 ，飞荡峡谷开山炸石 ；物资短
缺 ，农 民 自 带 工 具 干 粮 ，自 制 炸 药
石灰。
　　宁愿苦干、绝不苦熬。10 万建设大
军苦干 10 年，硬是用双手“抠”出一道长
1500 公里、被世人称之为“人工天河”的
生命长渠。吃水问题得以解决，数十万
亩耕地得到灌溉，一泓清水流进百姓的
心田。

“幸福渠”催人奋进

　　林州人骨子里是不甘落后的，红旗
渠让他们的脊梁挺得更直。
　　当年修渠，有一首为小推车所作的

歌：“山里人生性犟，后面来的要往前面
放。”意思是大家一起推车，歇脚时，走在
后 面 的 人 一 定 要 把 车 放 到 前 面 才 停

下来。
　　修渠 10 年，一种逆流而上啃下硬骨
头的劲头，融入了人们的血脉。

　　张益智出生第二年，红旗渠全面建
成。那是 1969 年 7 月，刚结束十年奋战
的人们豪气干云。耳濡目染下，他继承
了太行山石般的坚硬个性。
　　由于家贫，张益智 16 岁就外出打
工。他吃苦耐劳，勤学好问，19 岁时成
了瓦工班长；21 岁，当上管理工人的工
长；26 岁，他成立建筑公司独当一面。
2012 年，张益智接手家乡几乎废弃的万
泉湖景区，开始新的奋斗。张益智的经
历是千千万万林州人的缩影———
　　上世纪 60 年代“战太行”，人们用双
手挖出千里生命渠；
　　上世纪 80 年代“出太行”，10 万大
军在全国打响建筑金字招牌；
　　上世纪 90 年代“富太行”，带着赚回
的第一桶金，林州人回家建厂开工，富裕
家乡；
　　新世纪里“美太行”，林州转变发展
思路，走向低碳环保经济。
　　今天，林州打赢脱贫攻坚的硬仗，实
现全面小康的梦想，走上了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新征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如今，林
州百姓已不再为饮水而担忧，中国人民
已不再为温饱而发愁，但默默流淌在太
行山上的“幸福渠”，将一直见证中华儿
女团结奋斗、追求幸福的努力。

“精神渠”永不断流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
私奉献”。很多到过红旗渠的人说，最难
忘的是水中闪闪发亮的精神。
　　曾经，修渠人把生命与水渠融为一
体；如今，每个人用自己的拼搏抒写新的
故事。
　　 2013 年，55 岁的王生有面临一个
选择。担任盘龙山村党支部书记 20 多
年的大哥王自有，在为村里修路奔波的
途中突发心梗病逝，村里的“天”塌了。
王生有常年在外做生意，因车祸失去一
条手臂。乡亲们想让事业有成的他回村
接任村支书。
　　回，还是不回？作为党员的王生
有，扛起了全村人的期盼。经过多方奔
走和努力，他带领乡亲们将坑洼不平的
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并继续绿化
荒山，种植花椒、核桃、中药材，不仅使
特色产业更红火，也为发展旅游打下
基础。
　　时光荏苒。从空中俯瞰，盘龙山村
蜿蜒的山路如一条长龙，与远山间缓缓
流淌的红旗渠遥相呼应。这是跨越半个
世纪的沧桑变化，也是共产党员的初心
见证。
　　一切为民者，民则向往之。
　　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红旗渠，
既是历史的答案，也是时代的航标。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

新华社记者刘济美、高玉娇、郭中正

　　安全飞行 3150 小时，驾驶和试飞
过 26 种机型，创造国内试飞史上 10
多个极限课目第一，遭遇过的空中险
情达数十次……从“英雄试飞员”到

“八一勋章”获得者，从军 34 年，李中
华选择与“死神”对阵，用自己的航迹
生动诠释了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
限忠诚。
　　在李中华的柜子里有两样他最珍视
的东西：一个是习主席为他颁授的“八一
勋章”，一个则是有所有歼-10 试飞员签
名的飞机模型。
　　“开最新型的战机，做最惊险的动
作，出最有分量的结论。”这是李中华选
择成为试飞员那天就给自己定下的目
标，这也是对他 20 多年试飞生涯最全
面的总结。
　　 1991 年，李中华成为担负中国新
型战机——— 歼-10 飞机试飞任务的首
批试飞员之一。“对国家投巨资研制的
新型战机，我们就是掉脑袋也要把它
飞成雄鹰。”在歼-10 试飞期间，正是
凭着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李中华
创造了歼-10 飞机最大飞行表速度、
最大动升限、最大过载值、最大迎角、
最大瞬时盘旋角度速度和最小飞行速
度 6 项国内纪录。在歼-10 飞机试飞
中，李中华 65% 的时间内飞的都是风

险课目。而在他 3150 小时的飞行中，
他曾 20 次空中历险，其中 5 次经历重
大险情。
　　 2005 年 5 月 20 日，李中华和战
友试飞的课目是“飞行员诱发振荡”。
试飞过程中，系统突然报警，霎时飞机
向右侧剧烈偏转，由大侧滑进入“倒扣”
状态。
　　当时，飞机高度 500 米，飞行时
速 270 公里，“倒扣”状态下，飞机副
翼锁死，无法控制，在空中急速摔向
地面。
　　座舱内，李中华和战友身体倒挂着，
地面的麦田、公路等景物迎面扑来。在
急速下坠过程中，李中华迅速关闭右侧
的计算机总电源开关，恢复了飞机应有
的机械操纵，迅速将飞机翻转过来。
　　生死 7 秒，飞机恢复正常状态时，
距地面仅 200 多米！这一天是李中华
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或许在很多人的眼里，试飞员的工
作就是处理空中险情。但李中华认为，
试飞员首先是科研人员，在驾驶舱里的
最高职责是体验航空器的真实性能，然
后用最准确的操纵获得工程人员所需要
的试飞数据。

　　那些年，李中华执着地探索着歼-
10 飞机的性能，几次突破并提高了歼-
10 飞机的性能指标。试飞员在空中哪
怕很小的突破，对身处地面的设计师和
工 程 师 来 说 ，都 可 能 是 一 个 巨 大 的
飞跃。
　　曾有航空专家这样描述试飞员的“代
差”：“第一代试飞员是勇气型的，具有‘蓝
天拼刺刀’的勇敢；第二代试飞员是技术
型的，试飞经验非常丰富；第三代试飞员
是科研型的，他们不仅是新型战机的试飞
者，也是设计研制的主要参与者。”
　　李中华，就是这样一名科研型试飞
员的杰出代表。而现代战机的试飞任
务，也呼唤全新的专家型试飞员。
　　 1993 年深秋，俄罗斯国家试飞员
学校迎来了李中华和他的两位战友，在
短短一年的学习时间里，李中华和两位
战友就掌握了所有试飞理论和两个机
种、六个机型的驾驶技术，成为我国首批
国际试飞员。
　　在当时，李中华等人的学成归来，
也极大地推动了歼-10 飞机以及其他
新型战机的试飞进程。他们不仅能试
飞，而且能参与飞机的研制，他们采用
了国际通用的库伯·哈伯方法评定试飞

等级，引入 PIO 敏感等级，把试飞战机
的飞行参数、战技指标、性能做成图表，
绘制出试飞曲线……这一系列先进的
试飞方法加速了我国新型战机装备部
队的速度。
　　正是基于自己对试飞员职业的理
解，2007 年，李中华走上领导岗位后，
亲自带出 8 名“科研型试飞员”，为高素
质试飞员培养探索出了新路。
　　人民空军的装备发展史，也是空军
发展壮大的生动写照。20 多年的试飞
路，李中华却只用两句话概括：一句，是
镌刻在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试飞丰碑上
的“试飞铺就通天路”；还有一句，是中国
试飞员忠诚践行的“国之重器，以命铸
之”。
　　在今年中国航展上，无侦-7 与歼-
16D、歼-10C 和歼-20 一起亮相，体现
了空军在三代装备为主体、四代装备为
骨干、信息体系为支撑的装备体系建设
及转型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海阔凭
鱼跃，天高任鸟飞。”如今，人民空军正
按照“探索一代、研制一代、生产一代、
装备一代”的模式，加快发展适应未来
一 体 化 联 合 作 战 需 要 的 信 息 化 武 器
装备。
　　 11 月 11 日，人民空军成立 72 周
年。作为一名人民空军老兵，李中华内
心也无比激动：“‘搏击长空心向党，飞行
万里不迷航。’这是一代代空军官兵始终
践行、永远不变的忠诚品格。我愿永远
用忠诚和生命守卫祖国空天安宁、守护
人民幸福生活。”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

新华社记者姚友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百
年来，红色体育事业在“觉醒年代”中萌芽，在
延安宝塔山下、延河之畔发展壮大，在新中国
成立后为人们热情洋溢地投身国家建设倾注
了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关心体育工作，推动体育
事业改革发展，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体
育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深深镌刻
在百年党史之中。

历史回响

　　上世纪初期，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
积贫积弱的面貌而四方奔走。在那个军阀混
战、民不聊生的至暗时刻，马克思主义传入
中国。
　　“东亚病夫”，这是西方列强当时加之于
旧中国的屈辱称谓。胸怀救国救民理想的中
国共产党人，早在革命之初就已经认识到体
育的重要性。
　　 1917 年，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以

“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
一文，用辩证和唯物的观点全面论述了体育
的目的、意义、价值、作用以及锻炼方法等。
这篇文章的发表，被视作是红色体育的光辉
起点。
　　在中央苏区，三大球、田径和体操项目就
有所开展。中央苏区的体育运动，作为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新
式体育运动，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主体。
　　在延安时期，1937 年党中央举行了“五
一”运动会，体育鼓舞了抗战士气，有效配合
了军事斗争。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体育设备
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在空地上树一根木桩，
钉块木板，安上铁圈就是篮球架；自己动手用
麻绳结织排球网；牛羊皮内装着棉线或鬃毛
包缝起来就是球。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
下，都没有阻碍体育运动的开展。
　　 1942 年，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吸引
1300 余名运动员参赛，这次运动会也成为延
安时期党中央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体育盛
会。直到今天，那些红色体育事业在黄土高
原上留下的历史回响，仍然萦绕在耳畔。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体育成为
强筋骨、健体魄、树信心、聚人心的有效革命
方式。

百年梦圆

　　 1908 年，著名的“奥运三问”被提出：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
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办
一届奥运会？那是中华民族对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份渴求。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
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曙光中，中国体育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建立健全各级政府体育管理部门，兴建体育场馆，建立体育学校，
组建优秀运动队。一系列举措在普及群众体育的同时，也大力推动了
竞技体育的发展，新中国的体育运动水平得以飞速提升：1953 年，吴
传玉在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运动会上夺得男子仰泳冠军，
这是新中国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1956 年，陈镜开在中
苏举重友谊比赛上打破美国运动员创造的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这
是新中国运动员打破的第一个世界纪录。1984 年，许海峰拿到了中
国人在奥运会上的首金。同样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拥有“铁榔头”郎平
的中国女排登上最高领奖台，取得三连冠，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
体育健儿们以一个个振奋人心的佳绩，不仅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勃
勃生机，也大大增强了华夏儿女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2008 年，随着北京奥运会成功举行，“奥运三问”全部作答完
成。2021 年，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个极不平凡的历
史节点，中国体育健儿从东京带回好消息，38 枚沉甸甸的奥运金牌，
追平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加奥运会的最佳战绩。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全运会不仅和全国残特奥会首次同年同地
在陕西省圆满举行，而且还实现了两场盛会“零感染”的疫情防控目
标。人们对“双奥之城”北京在明年为世界呈现一场冬奥盛会，怀揣
着别样的期待。

强国印记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工作，对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作出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我国全民健身公共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全民
健身活动蓬勃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实行全民健身”的理念已经逐渐
深入人心。
　　如今，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37.2%。通过全
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进而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中华民族正以更加雄
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去年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已经吹响
了在 2035 年建成“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进军号。
　　奥运会金牌总数稳定进入前三；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
业；人均寿命、国民体质尤其是青少年体质有较大提升，全民健身成
为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学校体育、社区体育、业余和青少年俱乐部
体育这三块短板得以补齐；体教融合取得重大进展，体育普遍成为教
育手段，教育系统担负起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职责……这些愿景，成
为体育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进征程上的奋斗目标。
　　不久前，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就促进
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提出
5 年目标和 8 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上海体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曹可强表示，这份计划无论是在场地设施、赛事活动、
健身组织，还是科学建设指导等方面，都是从民众的切身需求角度出
发，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需求为中心。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上，体育仍将扮演不
可或缺的角色，见证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践行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新华社西安 11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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