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大鹏 袁野

1950 年，淮河大水 ，毛泽东主席发
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 百万
之众齐心合力，60 余载光阴，佛子岭、龙
河口、梅山、响洪甸、磨子潭、白莲崖六座
水库相继建成。 为了建成六座水库，30
万大别山群众默默挥泪离开故土， 也迎
来了发展的喜悦……

光辉的历史

三九寒冬， 从佛子岭大坝下仰望近
百米的大坝， 让人更容易回忆起修建大
坝时的峥嵘岁月。

1950 年 7 月，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
涝灾害，２７ 个县被淹， 受灾人口 990 余
万人。毛泽东主席在了解到情况之后，做
出了“根治淮河”的指示。 佛子岭水库正
是治理淮河的一个关键。

1951 年 10 月 10 日，为了贯彻政务
院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 以汪胡桢为首
的一批专家， 提出在淮河支流淠河上修
建佛子岭水库的方案。

“那时候修建水库，设备简陋，经验也
完全没有。 但我们都年轻，想到这是新中
国的百年大计，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 晚
上学习到近十点，第二天天不亮就爬起来
继续干活。 那时候工地上学习氛围浓厚，
技术学习班还被称作‘佛子岭大学’。 ”参
与水库修建的沈福安老人娓娓道来。

一无资料 、二无经验 ，佛子岭水库
的工地上掀起了一股学习技术和学习
文化的高潮，工人白天施工、夜里学习，
实现技术革新 4000 多项： 分区平行流
水作业法 、水泥托座夹板 、预应力钢筋
混凝土，还发明了锯榫机、垂直打眼机、
卧式打眼机、 下料机等各种新设备，为
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技术全面、有经验的
技术人员。

1954 年 11 月，佛子岭水库竣工，成
为“新中国第一坝”，为新中国水利史开
辟了新篇章。 龙河口水库、梅山水库、响
洪甸水库、磨子潭水库等也相继竣工。 6
大水库总库容达到 77 亿立方米， 联合
调度，调节洪峰、阻拦洪水，守卫着下游
的合肥 、六安 、蚌埠 、淮南等城市 ，为城

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
巨大贡献。

伟大的牺牲

水库守护着下游的安宁，而曾经居
住在大山里的群众， 为支持国家建设，
挥泪离开故土。 上世纪 50 年代 5 大水
库的修建共造成了 30 万库区移民 ，淹
没了 30 万亩良田， 曾经繁华的乡镇永
远沉在碧水之下。

位于佛子岭水库上游的磨子潭镇龙
井冲村范家场村民组，便是一个典型的库
区移民村组。 “我记得搬家的时候是 1952
年，我 11 岁，一家 7 口搬到山上的‘三斗
湾’。 ”今年已经 80 岁的村民余祝田说，
“三斗湾”是那片山场只有能收三斗米的
田地，除此之外仅是荒山，移民搬迁之初，
范家场组 80 户 292 名群众统共只有
14.5 亩田地，生活遇到了巨大的困境。

没有田地，拉竹排成为当年村里很
多年轻人的选择。 “那时候 4 到 8 艘竹
排并成一张大排 ， 顺水要拉 12000 斤
货，逆水也要拉 6000 到 8000 斤货。 ”余

祝田告诉记者， 他们后来还干过挑夫、
工人等行当。

金寨县修建梅山、 响洪甸两座水库
时，当地曾经人口最集中、最繁华的三座
乡镇淹没在碧水之间，而当地 10 万余人
则响应号召，迁往各地。 “即便留在本县，
山区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情况也难以养活
那么多人口， 所以库区移民普遍生活贫
穷。 ”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主任、档案馆馆长胡遵远说。

灿烂的未来

随着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的稳步推
进，库区人民迎来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如今， 宽阔平整的大别山旅游扶贫
快速通道沿着水库从移民新村穿过，沿着
路边则是当地村民开设的农家乐，一艘艘
游船往来于水库的碧波之上，将游客源源
不断送到龙井冲村中。 生态旅游，成为了
龙井冲村发展的坚强依靠，也让曾经困苦
的库区移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水库边大路旁的馋味农庄，记者见
到了正在专心致志为后厨做大扫除的村

民余习年，他正是余祝田的儿子。 “以前住
在‘三斗湾’，主要以打鱼为生，后来禁止
网箱养鱼之后，我就外出务工。 没办法，山
上没啥营生，只能出去闯闯。 2015年政府
开始组织我们库区移民二次移民，我们才
搬到了现在这个移民新村，生活比以前方
便多了。 ”余习年说。

不仅方便了生活， 他也有了新的产
业，2019年 9月， 余习年和亲戚合伙开起
了这家馋味农庄，一共准备了 4 个房间、4
张桌子， 去年一年尽管有疫情的影响，他
们家还是有了 4万多元利润。

磨子潭镇共有水库移民 229 户 574
人， 移民新村先后结合大别山旅游扶贫
快速通道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旅游
码头建设等工作，共安置了库区移民 57
户 167 人。 当地政府多次组织水库移民
参加县级技能培训班， 同时开设农家乐
服务培训班， 引导库区移民分享旅游发
展红利。 目前，龙井冲村共有农家乐、乡
村客栈 36 家。

随着 2020 年六安市圆满完成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 曾经代表着贫困的库区
移民，迎来了灿烂的未来……

从历史走向未来

时代印记在这里镌刻

让“最美茶园”
成农民增收的龙头
讲述人：舒城县“九一六茶园”负责人吴福广

■ 本报记者 史力

1958 年 9 月 16 日，是舒茶人民难忘的日子。 当天毛
主席来到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视察。他深入制茶车间，察
看杀青、揉捻、炒茶机器设备，指点公社西边的青岗岭，发
出了“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伟大号召。

1966 年 9 月 16 日，毛主席视察舒茶八周年，他当年
指点的青岗岭上红旗招展，人声鼎沸，高标准梯式茶园建
设启动。首期工程于 1969 年春结束，工程包括九道石坝，
九十二道土坝， 建造茶园 71.5 亩。 1975 年秋至 1976 年
秋，茶园进行了二期工程建设，建造茶园 105 亩。 为纪念
毛主席视察舒茶，命名为“九一六茶园”。

多年来，“九一六茶园” 坚持科技兴茶， 实施品牌战
略，走良种、名茶之路。 上世纪 90 年代研制“舒茶早芽”
“山坡兰香”等舒城小兰系列名茶。先后引种福鼎大白茶、
乌牛早、龙井 43、安吉白茶、凫早 2 号及地方优良茶树品
种共 200 余个，新建 30 亩茶树品种园，采集 682 份茶树
种质资源，展示、选繁、品比试验、示范应用推广。

茶旅融合，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农民增收。 从上世
纪 70 年代末开始，茶园逐步完善园区路网建设，建有三
潭叠瀑、青莲池、茗香池等垂钓场所，新华台、望京台、复
兴台等休闲亭榭。 以茶园为核心的景区，2015 年评为安
徽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2017 年评为全国最美
茶园，2019 年再获中国美丽茶园称号。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优质茶树品种选育，加强大
别山茶树种质资源采集和保护，加大舒茶红牌红茶、茶树
花和特香早瓜片研制力度。 充分利用好毛主席视察舒茶
的历史资源和 4A 景区的品牌， 提高舒茶茶叶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做大做强“龙舒九一六”茶叶品牌。

绿水青山“一抹红”
■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记者 王吉祥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金寨县红军广场革命烈士纪念
塔上，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正在塔前瞻仰。

金寨县红军广场作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
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及国防教
育基地，已经成为人们缅怀烈士、教导后代的重要场所。

大别山在六安市境内绵延数百里，在金寨、霍山等地
造就了绝美的自然风光， 但也不乏金寨县红军广场这样
的红色旅游景点散落在山间、林里，它们就是绿水青山中
的一抹红，将文化旅游这幅美丽的画卷提亮、变暖。

六安是红四方面军主要诞生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
地的核心区，有 108 位开国将军，被誉为“红军的故乡、
将军的摇篮”。 大别山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六安市大别山
革命历史纪念园、裕安区独山革命旧址群、裕安区苏家
埠战役纪念园……这些革命遗址、纪念园，不仅记录了
六安人民当年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讲述着革命
成功的来之不易， 也在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默默助
力。 当前，依托这些旅游资源，六安市的大别山旅游发展
如火如荼。

近年来，六安坚持红色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
游发展、特色旅游小镇培育等融合发展，打造红色旅游小
镇和红色主题鲜明的乡村旅游集聚区， 延长红色旅游产
业链，实现旅游产品联动发展，增强红色旅游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进一步带动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

六安市还不断拓展红色文化内涵，创新大别山文化、
“三线”文化和淠史杭文化，加强红色旅游新业态产品开
发，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和淠史杭精神，增强红色旅游的
时代性、吸引力和影响力。

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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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里的舒城县““九一六””茶场春茶飘香，，上万株映
山红娇艳绽放。。 （（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左学长 摄

�� 新中国第一坝——————霍山县佛子

岭水库大坝。。 本报记者 许昊 摄

让革命文物“活”起来
■ 张理想

一座革命纪念碑， 就是热血土地的
精神灯塔；一处烈士陵园，就是爱国主义
的红色地标。

红色遗址、革命遗迹，既是牢记峥嵘
岁月、缅怀先烈英模的生动课堂，又是传
承红色基因、开展爱国教育的生动教材，

也是组织红色旅游、带动老区发展的有效
载体。 行走在大别山青山绿水间，追寻革
命先烈的光辉足迹，寻访代代传颂的英雄
事迹，我们分明看到：党和政府加强革命
文物保护的力度、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的热
度、老区群众生活不断改善的幅度。

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一方
面要保护革命文物的历史真实、 风貌完

整和文化延续， 一方面要不断推进革命
文物活化利用，让“活起来”的革命文物
走进群众中间、刻进百姓心里。

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革命文
物遗迹大多位于偏僻的山区或乡村，如
何将优质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
从而带动老区经济发展、 百姓增收，成
为一道需要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省

不断加大投入 ， 持续升级红色旅游产
品，创建一批全国知名的红色旅游景区
景点，打造一批闻名全国的红色旅游线
路。 红色旅游正在成为安徽旅游的一张
亮丽名片。

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 我们要不断
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将笔触、镜
头对准革命文物、对准革命老区，用优美
的文字、生动的画面把红色故事讲述好、
传出去，吸引更多人关注大别山、走进大
别山， 让更多人了解这片英雄土地上发
生的光辉事迹， 让更多人看到老区人民
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巨大变化。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