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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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电）

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
——红旗渠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熊丰 余贤红

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是
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见证。

赓续百年来传承的精神血脉，老区人
民坚定不移跟党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奋进征程中，谱写了一组组铿锵的时代
音符，奏响了一曲曲激越的奋斗之歌，构
筑成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信念，矢志不渝
江西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后山，17 棵

松树苍翠挺拔。
上世纪 30年代初，华屋村 17名青年参

加红军，相约栽下17棵松树。革命途中，他
们壮烈牺牲，这些松树被称为“信念树”。

当年 24 万人的瑞金，有 11.3 万人参战
支前，其中有 5 万余人为革命捐躯，牺牲在
长征路上的就达到了 1.08 万人。

从瑞金到延安，从鄂豫皖到陕甘宁，
从左右江到西柏坡⋯⋯老区的英雄事迹
就是最好的叙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老 区 和 老 区 人
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
牺牲和贡献。这些牺牲和贡献永远镌刻
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

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国民党反动派
的白色恐怖，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色残
暴，都挡不住老区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

“红色激流”。
回望历史，这样的一幕幕令人无限感

怀：陈树湘被俘后毅然断肠自尽、方志敏
身陷囹圄依然畅想“可爱的中国”、瞿秋白
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

理 想 信 念 之 火 一 经 点 燃 ，便 永 不 熄
灭。

2019 年 3 月 26 日，革命老区广西百
色，乐业县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驻
村满一年，汽车行驶里程约 2.5 万公里。
当天，黄文秀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我心
中的长征。”

经过一代代人接续努力，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之际，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8
年时间，近 1 亿人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老区人民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

始于信仰，成于奋斗，归于人民——
百年党史前进的历史逻辑，映照着共产党
人不变的初心使命，也把爱党信党、永跟
党走的坚定信念印刻在老区人民心中。

深情，融于血脉
1934 年 10 月 16 日 ，贵 州 困 牛 山 。

100 多名红军在山上阻击追敌，但凶残的
敌人裹挟老百姓做“人盾”，步步紧逼。面
前是强敌和手无寸铁的群众，背后是悬崖
深谷，怎么办？红军战士抱定“宁死不当
俘虏，宁死不伤百姓”的决心，纷纷砸毁枪
支，集体跃身跳下 70 多米高的山崖⋯⋯

一次次生死相依，一次次患难与共，
在革命老区这片洒满热血与汗水、凝聚光
荣与梦想的热土上，更能读懂什么叫情浓
于血，为何有党民一心。

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到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长
达 14 年的英勇斗争；从鄂豫皖苏区“二十
八年红旗不倒”，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
吞万里如虎；从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到
伟大抗疫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我们
党之所以能在一场场历史大考中赢得胜
利，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深深
植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

不能忘记，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是老
区百姓的红米饭、南瓜汤哺育了党和军
队，是老区百姓的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
的势如破竹，是老区百姓的小木船划出了
渡江战役的气势如虹⋯⋯

“苏区政权一枝花，花根扎在穷人家；
贫苦农民有了党，红色政权遍天下。”闽西
老区流传的一首红色歌谣，见证着党与人
民的一往情深。

我们更要始终铭记，新征程上，始终
恪守对人民的承诺，顺应人民的期待，永
远做老百姓“自家的党”，着力解决人民群
众的急难愁盼，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汇聚起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的磅礴伟力。

党同人民一条心、军民团结如一人，

则无往不胜、无坚不摧。
梦想，奋斗以成
今年“十一”前夕，兴泉铁路兴清段、

浦梅铁路建冠段正式开通运营，结束了福
建宁化、清流，江西宁都、石城 4 个原中央
苏区县不通铁路的历史。

山河依旧，换了人间。从当年用木头
独轮车走羊肠泥土路，到建成国家 I 级单
线电气化铁路，苏区铁路“大团圆”映射着
红色热土的历史性跨越。

这是一条圆梦之路，也是一条奋斗之
路。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脱贫攻坚
的路上，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老区人民总
是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顽强斗志，不
屈不挠、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在追梦路
上砥砺前行——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为了打破敌人
的经济封锁，红军“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
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为解决食盐紧
缺的困难，广大军民把老房子的墙根土挖
出来熬硝盐⋯⋯

“政府只能扶持我们，不能抚养我们，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是井冈山神山村
村民彭夏英常说的一句话。靠着勤劳的
双手，彭夏英如今不仅脱了贫，还当选全
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荣获全国脱贫攻坚
奋进奖。

神山村这座昔日井冈山最偏远的贫
困村，也变身网红打卡乡村旅游点。全村
80%的村民参与乡村旅游，人均年收入从
4 年前的不足 3000 元到超过 2 万元，村集
体经济收入由几乎为零增至 50 多万元。

时光流转，不朽的是奋斗精神；重整
行装，需要的是锲而不舍。

静静的茅坪河畔、八角楼前，一棵高
大的古枫常有游客驻足凝思。这棵树长
于石头缝，突破重压，长大后竟把石头撑
开，一百多年过去了，依然生机盎然，一如
矢志奋斗、顽强不屈的革命老区⋯⋯

历史已经写就，历史正在创造，历史
还将见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阔步行进
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老
区，锚定目标、开拓进取，必将创造新的辉
煌！ （新华社北京电）

爱党信党 鱼水情深
——老区精神述评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
议于 11 月 8 日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
连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共十九
届六中全会，认为此次会议意义重
大，在重要历史关头为中国发展指引
航向，中共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为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了重要
启发借鉴。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
员、外交部长沙伦赛表示，中共十九
届六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中国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要历史关头
召 开 ，具 有 承 前 启 后、继 往 开 来 的
重大历史意义。老方热切关注并高
度评价会议取得的重大成果，愿全
面学习借鉴中共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

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
金珍镐表示，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决议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
党百年来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宝贵
经验，是在重要历史关头为中国发展
指引航向的纲领性文献。金珍镐认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创立契合当下不断变化的形
势，“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倡议和理念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而且能不断加深中国与世
界的联系，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
发展。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
福尔克尔·恰普克认为，中共十九届
六中全会意义重大，其成果将给中国
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持久动力，也将
为世界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希腊学者佩拉吉娅·卡帕西奥塔
基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举行并审议
通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决议。回
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实现发展繁荣，得到了中国人民的
广泛拥护。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
尔斯·奥努奈伊朱指出，中国共产党
在过去一百年里取得的成就举世瞩
目，中共善于总结经验，具有强大的
自我革新和保持活力的能力。中共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其
他国家政党提供了有益借鉴。

埃及社会主义党总书记艾哈迈
德·沙班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是
在重要历史关头举行的一次重要会
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从
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期待中共领导中国
实现进一步发展，推动全球发展繁
荣。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和国际
问题研究中心执行董事阿里·萨瓦
尔·纳克维说，过去一百年里，中国共
产党始终为人民谋幸福。中共通过
远见卓识、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书
写了令人惊叹的历史。中国的发展
不仅使本国人民受益，其他国家的人
民也从中获益。

路透社报道说，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在这一时
间点上，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
过的决议全面总结中共百年来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同时，也发出了新
的重要动员令。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中共十
九届六中全会是一次重要会议，全会
公报包括致力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方针等方面内容，为中
国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

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发
表文章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决议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明确未来中
共和中国发展的方向。对于未来，中
共已制定清晰的目标和任务。在中
共领导下，中国将克服阻碍，不断向
前迈进。

（参与记者 章建华 陆睿 杜
白羽 郭骏 于帅帅 李浩 李碧
念 顾梓峄）

重要历史关头指引中国航向 百年奋斗经验值得世界借鉴
——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新华社记者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
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在“加时”一天
后，于 13 日夜间在英国格拉斯哥闭幕。大
会达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一揽子决议，
开启国际社会全面落实《巴黎协定》的新征
程。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推动全球应
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
为此次大会的成功贡献力量。

不过，由于发达国家对适应、资金、技
术支持等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并未给予
充分回应，本次大会仍有遗憾和不足，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仍面临诸多挑战。

意义重大：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开启新
征程

这次大会是《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
后召开的首次缔约方大会，是承前启后的
一届大会。国际社会对此次大会完成《巴
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进一步推动该协定
全面有效均衡实施抱有很高期待。

各缔约方在约两周时间内，共同努力
弥合分歧、扩大共识，最终达成《巴黎协定》
实施细则，包括市场机制、透明度、国家自
主贡献共同时间框架等议题的遗留问题谈
判，为落实《巴黎协定》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
赵英民在会后对新华社记者说，这次大会
达成的决议文件，特别是达成《巴黎协定》
实施细则，对于维护多边主义，聚焦《巴黎
协定》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将开启国际社会
全面落实《巴黎协定》的新征程。

除达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外，大会
还通过了《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
哥领导人宣言》等多个文件。

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关心的适应、资金
等议题上，大会也取得一些进展。例如在
资金方面，各方同意将长期资金的议程延
续至 2027 年，发达国家在 2025 年前将继
续承担现有义务，并在 2024 年完成 2025
年后新的资金量化目标安排。在适应方
面，大会就广大发展中国家关心的全球适
应目标做出下一步工作安排，决定建立并
立刻启动“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适
应目标两年工作计划”，以落实《巴黎协定》
关于全球适应目标的要求，并增进各方关
于全球适应目标的理解。

中国贡献：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
程

本次大会上，中方始终以建设性态度
同有关各方积极沟通磋商，贡献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
象。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为
大会的成功贡献了力量。

在大会开幕后举办的世界领导人峰会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书面致辞，就如何

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这一时
代课题，提出维护多边共识、聚焦务实行
动、加速绿色转型三点建议，赢得国际社会
广泛赞誉。

中国与美国在双边气候变化领域的联
合文件为大会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各
方谈判陷入胶着的关键时刻，中美两国联合
发布《中美关于在 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
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在今年 4月《中
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提出
了中美双方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
则，开展各自国内行动、加强双边合作、共同
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的具体举措。
这有效提升了各方合力应对气候变化的信
心，积极建设性地推动了大会进程，为弥合
各方分歧、扩大共同立场注入了动力。

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积极主动与联合
国、《公约》秘书处、大会主席国英国及各缔约
方密切磋商、协调立场，维护了《公约》《巴黎
协定》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相关原
则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发挥了积极建设性
作用，为大会成功举办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遗憾不足：发达国家须尽快落实承诺
虽然本次大会在适应、资金支持等方

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这些相较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
力的需要，仍有很多遗憾和不足，发展中国
家的一些核心关切并未得到很好的回应。

“虽然谈判很艰难，应该说在适应、资金
支持等方面还是有一些进展，但还远远不
够。”赵英民说，“未来的任务还很艰巨，中方
期待着各方落实自己的承诺，采取切实行
动，推动整个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不断向前。”

早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
上，发达国家就集体承诺，在 2020 年前每
年提供至少 1000 亿美元资金，帮助发展中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但 12 年过去了，
这个承诺一直没有兑现。

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大会期间对此表达
了失望。巴基斯坦气候变化部长马利克·阿
明·阿斯拉姆在会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发达国家做出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
的承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延续十多年的
失望，迄今这些承诺还只是空谈。”

赵英民表示，中方呼吁发达国家能够
进一步兑现承诺，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
持，而非“一味地要求各方提高雄心”。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大会闭幕后
发表视频声明说，与会各方迈出了重要步
伐，但还“不够”，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和技
术持有者应共同帮助新兴经济体减排、加
速转向绿色经济。他要求发达国家兑现每
年出资 1000 亿美元的承诺，呼吁全球团结
起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参 与 记 者 郭 爽 张 代 蕾 金 晶
许凤 尚绪谦）

（新华社英国格拉斯哥 11 月 13 日电）

中国贡献助力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开启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11 月 13 日，在美国纽约林
肯中心，女高音歌唱家埃丝特·
莫琳·凯莉（前左）与花腔女高
音歌唱家霍莉·弗莱克（前右）
表演根据中国古诗词改编的歌
曲《咏鹅·咏雪》。“中华风韵”交
响音乐会“东西之间”13 日晚
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奏响，为
观众带来充满东方魅力的音乐
盛宴。当晚，“中华风韵”携手
纽约城市芭蕾舞团交响乐团、
在美华人艺术家及美国本土艺
术家推出“东西之间”，这也是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华风韵”
项目首次在北美举行的线下演
出。

新华社记者 李睿 摄

“东西之间”
交响音乐会
在纽约奏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