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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搏成就伟大梦想，奋
斗创造人间奇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安
徽 1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数千

万江淮儿女携手共进、 拼搏
进取， 让这片炽烈的热土始
终澎湃着奋斗的足音， 不断
刷新着创造的奇迹。

这里坐落着 “江淮煤
仓”， 是全国著名的煤炭基
地，为我国 14 个亿吨级大型
煤炭基地之一； 这里诞生了
我国第一个车轮轮箍厂，成
功轧制出第一个国产轮箍，
结束了中国火车只能使用

“洋轮、洋箍”的历史；这里建
设了新中国自主设计建设的

第一座铜冶炼厂， 新中国第
一炉铜水从此顺利产出，新
中国冶炼序曲从此吹响；这
里矗立着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工程，
是举世闻名的“人间天河”，使昔日千里贫瘠之地变
成富庶的“鱼米之乡”……

敢为天下先，勇做拓荒人。振奋人心的“首创”和
“之最”，代表着一个个重点建设工程的辉煌成果，它
们从建国之初闪耀至今， 成为一面面飘扬在安徽大
地上永不褪色的旗帜， 也是所有江淮儿女心中当之
无愧的“安徽名片”“安徽骄傲”。

值得骄傲的， 不仅是工程本身所创造的石破天
惊的“第一”，也不仅仅是给当地带来的产业集聚和
经济发展效应， 在几十年的建设历程中涌现出无数
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彰显了我党强烈的使命意识
和责任担当，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彰显了
党员群众敢于攻坚克难、甘于牺牲奉献的可贵精神。
这些工程从物质匮乏、资源短缺的建国之初走来，是
时代精神的集中见证。

历经数十载岁月，昔日的巍峨“巨人”依然“顶天
立地”。 如今，两淮煤矿大力发展安全、高效、绿色和
可持续的“智慧矿山”新模式，让能源基地“浴火重
生”；马钢车轮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驶入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跑出了新时代的“中国速度”；铜陵
有色从建成新中国第一个铜矿山、第一座铜冶炼厂，
到 2019 年成为首批跻身世界 500 强的皖企；淠史杭
灌区经过多年续建扩建，有效灌溉面积突破 1000 万
亩，成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保证了区域内千
万人口的饮水安全……

奋斗精神是不朽的丰碑。回望过去，老一辈的建
设者们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
大情怀。 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牢记初心使命、坚定
理想信念，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中书写最美的画卷，
创造更耀眼的奇迹。

“铜业摇篮”熔旧铸新
■ 本报记者 刘洋

初夏的铜官山，群山碧翠，绿意盎然。这里，是新
中国铜业的摇篮， 与新中国同龄的铜陵有色在这里
创下铜工业的多项第一。

“我们迎面的这幅铜雕，展示的就是新中国第一
炉铜水诞生的场景，左手边展示的是第一个铜矿，右
手边展示的是第一座铜冶炼厂。 ”5 月 19 日，记者走
进铜陵有色展示馆， 循着讲解员的指引，“新中国铜
工业从这里开始”的创业史、奋进史缓缓铺开。

1949年底，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铜作为
重要的战略物资十分匮乏。 中央有色金属会议作出
决定： 投资 9500 吨大米恢复开发铜官山的铜金属。
一时间，全国各地建设者从四面八方汇聚铜官山下，
凭着一腔热血，风餐露宿、筚路蓝缕，开始了艰苦创
业的历程。

“新中国诞生不久，一无实践经验，二缺专业技
术人员，要建立一座冶炼厂谈何容易？ ”铜陵有色股
份公司董秘室副主任陈勇告诉记者， 当年的厂区一
片荒芜，遍地是土沙埂和芦苇滩。来自全国各地的建
设者们，用箩筐装运、肩扛人抬的方式，昼夜奋战在
工地上。时至今日，“脚穿草鞋推矿车，手抓馍馍送嘴
边；竹编箩筐装矿石，人力绞车往上提”的“箩筐精
神”依然闪亮在铜陵有色展示馆。

时间定格在 1953 年 5 月 1 日，经过前期试生产
和反复试验，新中国第一炉铜水顺利产出，第一块铜
锭浇铸完成，由此正式吹响了新中国冶炼序曲。 “虽
然当时出炉的第一炉铜水不足 4 吨， 却代表着一个
集采、选、冶为一体的新中国第一个铜工业基地雏形
的出现， 代表着新中国的炼铜史翻开了撼人心魄的
一页。 ”展示馆讲解员叶媛媛介绍，随着第一冶炼厂
的正式投产，厂区生产进入正轨，第二年就达到年产
粗铜 2000 吨的设计能力。 到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
末， 铜陵有色第一冶炼厂铜产量就占到全国总产量
的 47.4％，为新中国铜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新中国铜工业的“长子”，铜陵有色从 1954 年开
始向外输出技术人员和工人， 开启了支援国内外有
色和冶金工业建设的步伐。

“岩石是红的，可以点着香烟，洒水下去，嗞嗞乱
响，像红铁淬水一样，这时，人就像是贴在炭炉里的
烧饼了……”在铜陵有色展示馆内，专门呈现了“火
海夺铜”的场景。 时过境迁，如今的铜陵有色生产车
间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的自动化、智慧化，是世界先进
水平的冶炼，是绿色冶炼。

大江东去，青山莽莽。 铜陵有色历经从无到有、从
有到优， 如今创造出了中国铜工业的一片 “艳阳天”：
2020年铜陵有色以 278.19 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居世界
500 强第 456 位，金光闪耀的“铜冠”已成为世界铜业
的著名品牌。建设一流的阴极铜生产基地、一流的铜基
新材料制造基地、一流的循环经济示范基地、一流的海
外矿产品开发基地，铜陵有色蓄势起航。

重大工程奠定发展基石

“两淮煤矿”赋能华东
■ 本报记者 柏松

“从 1947 年父亲来到新庄孜矿援建，到
现在 3 个儿子都成了矿上的顶梁柱，我们老
牛家也算是矿工世家了。 ”77 岁的牛永安住
在淮南市八公山区治安西村，一家三代都是
煤矿工人，他们扎根煤矿，奉献矿山，见证了
淮南煤矿翻天覆地的变化。

淮南、 淮北煤矿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
地，也是我国华东地区的整装煤田，长期以
来一直是沪苏浙的主要能源供应基地，为促
进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华东地区经济发展、
保障人民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华东“动
力之乡”的美誉。

1949 年，淮南矿区解放，当时淮南只有
4 座矿井，年产量 170 万吨。随着全省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实施，淮南改造老矿、建设新井，
双管齐下、稳步推进。 1958 年，全省掀起了
“夺煤大战”，淮南煤矿兴建煤矿、选煤厂，淮
南矿务局很快发展成为全国五大矿务局之
一。 1958 年 7 月， 淮北煤矿建设全面铺开。
1959 年 4 月， 烈山斜井移交生产， 到 1962
年，淮北矿区共建成 6 处矿井，设计能力年
产 267 万吨。

1963 年至 1965 年， 两淮煤矿按照中共
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
针，对煤炭工业进行了调整。 到 1965 年底，
两淮煤矿共有 18 处生产矿井， 设计生产能

力 1107 万吨， 煤炭生产走上了健康发展之
路，淮南、淮北作为新兴煤炭工业基地，雏形
已成。

1977 年，国务院将两淮矿区列入国家重
点建设项目。1982年 9月，国家计委批准两淮
煤炭开发规划：到 20 世纪末，两淮统配煤矿
产煤 5570万吨，地方煤矿产煤 1000万吨。此
后的 10年间，两淮会战不断掀起高潮。

进入 21 世纪， 围绕建设亿吨级煤炭基
地和大型煤电基地，淮南矿业集团实施“建
大矿、办大电、做资本”的企业发展战略，确
定煤电一体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淮北矿
业集团实施“做精做强做大煤炭产业、调整
巩固发展非煤产业”的发展战略。

2019 年，淮南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正式挂
牌， 拥有现代化大型矿井 12 对， 核定产能
7610 万吨；先后控股、均股、参股电厂 25 座，
电力总装机规模 3781 万千瓦。 目前，淮河能
源聚焦煤、电、气三大能源主业的产业链、服
务链、价值链，加快建设现代大型综合能源
服务集团。 2018 年，淮北矿业集团实现主业
整体上市，现有生产矿井 17 对、在建矿井 1
对；年产原煤 3000 万吨、焦炭 440 万吨 、甲
醇 40 万吨、聚氯乙烯 64 万吨，电力总装机
规模 200 万千瓦。

如今，两淮煤矿正在转型中谋求高质量
发展，为保障安徽乃至长三角区域能源安全
高效供给发挥主力军作用。

“马钢车轮”驰骋天下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近日，宝武集团马钢轨交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成功签下万件南非铁路毛坯客货
车轮订单，强化了“中国造”车轮的国际市
场地位。马钢车轮产品代表了“中国造”轨
道交通装备的国际水平，也见证了我国轨
道交通装备从无到有、从落后到走出国门
的辉煌历史。 据了解，马钢交材公司的前
身可追溯到建成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国内
首座车轮轮箍厂———马钢车轮轮箍厂。

在马钢交材公司智慧中心一楼的“中
国辗钢车轮展示馆”内，一件件型号各异
的车轮、 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和历史资
料，似乎都在诉说着“火红岁月”的奋斗故
事。 1961 年 2 月，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参加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把
车轮轮箍厂建在马鞍山的决定。 一声令
下， 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们纷纷来到马鞍
山，为给中国火车穿上自家造的“跑鞋”夜
以继日地拼搏。亲历轮箍厂建设、已 85 岁
高龄的苏瑾老人告诉记者：“我进厂时才
25 岁。 之所以选择马鞍山，一是靠近长三

角，交通便利；二是靠近长江，不愁水源；
三是工业基础不错。 ”据了解，自 1881 年
到上世纪 60 年代， 我国只能生产部分冷
铸生铁车轮，但质量差、寿命短、性能不稳
定，导致事故频发，大量车轮和轮箍只能
靠进口。 “所以邓小平同志说‘把钱用在刀
刃上，再困难也要建成我国自己的车轮轮
箍厂’。 ”苏瑾说。

“其实，轮箍厂的建设在 1961 年以前
就启动了，那是苏联援建项目，但由于苏
联后来中止了援建，所以我们就在马钢另
起炉灶。 ”回忆起当年，苏瑾笑着说，“老马
钢人都叫它‘争气轮’，就是要争一口气，
非把它造出来。 ”

1962 年 5 月，车轮轮箍工程在马鞍山
一片荒地上破土动工。 然而，从工人到专
家，谁都没有经验，只能靠曾在苏联实习
过的一批工人的印象设计，所需的设备也
是从零研制。 工程在建设期间，自始至终
有来自中央的密切关注和地方的充分协
作。 时任冶金部副部长的夏耘在 1962 年
至 1964 年， 带领冶金部工作组常驻马鞍
山。 1963 年 11 月 18 日，马钢车轮轮箍厂

成功轧制出第一个国产轮箍；1964 年 7 月
29 日， 又成功地轧制出我国第一个直径
840毫米的辗钢整体车轮。至此，我国首座
车轮轮箍厂全面建成。 消息一出，轰动全
国，中央各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据介绍，马钢车轮轮箍厂全部建
设工程包括炼钢 、车轮 、轮箍 、
公用设施、 机修等 13 个系
统， 建筑面积 36 万平方
米，投资 2.5 亿元。 它
的建成不仅打破了
国外垄断 ， 而且
为我国轨道交
通尤其是高铁
事 业 的 发 展
奠 定 了 基
石 。 时光荏
苒 ， 经过半
个世纪的发
展， 轮箍厂
延伸出较完
备的轨道交
通产业链，产

品应用在高铁 、地铁 、机车等多个领域 。
“中国造” 车轮跑遍了广袤的祖国大地，
并奔驰在欧洲 、美洲 、亚洲等 4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年产千万吨的淮河能源集团煤业公司顾桥矿全景。。 本报记者 柏松 摄

“人间天河”造就粮仓
■ 本报记者 袁野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六安市裕安
区的横排头渠首枢纽，连日的阴雨让
淠河水位上涨，滚滚淠河水翻涌通过
闸门流向下游。 尽管并不是假日，但
仍旧可见三三两两的游人徜徉在岸
边，欣赏开闸放水的壮丽景观。 在岸
边不远，矗立着一座仿古的高塔———
“清源楼”，这也是“淠史杭”工程展览
馆，展览馆内，一件件展品诉说着江
淮分水岭带给群众们的苦与乐，记载
着“淠史杭”工程背后的传奇。

“淠史杭”是淠河、史河、杭埠河
3 条河流的合称，这 3 条河流均地处
江淮分水岭，雨量充沛，但降雨分布
不均匀。分水岭峰圆坡缓，垄畈相间，
无雨则旱，有雨则涝，“洼地洪水滚滚
流，岗上滴水贵如油。 一方盼水水不
来，一方恨水水不走”曾是当地真实
写照。从 1886 年到 1985 年的 100 年
间，六安发生大旱 8 次、中旱 23 次、
偏旱 29 次，发生水灾 31 次，其中特
大水灾 5 次，淮河之灾、分水岭之灾，
深深地刻进了当地群众的心中。

新中国成立后， 在治理淮河的过
程中，大别山区兴建了佛子岭、梅山、
响洪甸、磨子潭、龙河口 5 大水库，为
拦蓄洪水、 减轻淮河流域洪灾起了巨
大作用。水库虽然拦蓄了洪水，也同时
阻断了水源， 使六安境内自然河流来
水锐减，加剧了旱情。从 1950年开始，
六安地区就提出了修建“淠史杭”工程
的设想。 1958 年，江淮地区再次发生
大旱， 六安地区受旱作物 419.86 万
亩，其中 45.46 万亩作物颗粒无收。 8
月份， 安徽省委在佛子岭水库召开会
议，正式同意修建“淠史杭”工程。

“淠史杭”工程由水源工程、渠首
枢纽工程、渠道和各种水工建筑物组
成。 由上游 6 大水库作为主水源，由
3 大渠首、2.5 万公里七级固定渠道、
20 多万座塘堰、1200 多座中小型水
库、6 万多座渠系建筑物组成了蓄、

引、提相结合的“长藤结瓜”式的灌溉
系统。 “我们现在所在的横排头就是
3 大渠首之一，1958 年‘淠史杭’工程
的第一锹土， 就是在咱们这里开挖
的。”横排头管理处主任鲍炳军介绍。

在新中国初期，兴修水利的难度
可想而知。“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
了！ ”大别山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
神，建设了这一堪称人间奇迹的伟大
工程。 到 1958 年底，70 万人投入灌
区建设，后有来自六安、合肥、巢湖、
滁州以及河南省的近百万群众参与。
直到 1972 年，骨干工程才基本通水，
项目累计投入 4 亿工日，开挖土方 6
亿立方米，平均日上工 50 万人。艰苦
的岁月中，指挥部只有 7 名工程师和
20 多名技术人员， 专区办起了短训
班，培养了 1500 多名测量人员，使原
本需要 4 年的测量任务在短短 4个月
内全部完成。 人民群众更是用无穷的
智慧，自制水泥、炸药，创造了专攻切
岭工程的“洞室爆破法”、专攻“麻僵
土”的劈土法、用于垂直运输的工具
“倒拉器”，还有渠道量方、运土器、轨道
运土等各种土法，克服了工程中的千难
万险。 在工程建设中，还涌现了如黄昌
栋、刘美三、刘胡兰战斗连、董存瑞战斗
连等无数施工英雄和模范团体。

站在如今的横排头渠首，滔滔碧
水仿佛在诉说着“淠史杭”工程的荣
光，如今的“淠史杭”工程经过续建配
套和现代化改造，继续守护着江淮大
地。 “目前‘淠史杭’工程以农业灌溉
为主， 城镇供水和生态供水并重，还
兼有水力发电、安全饮水、水产养殖、
水利旅游等综合功能。 ”鲍炳军说，时
至今日，“淠史杭”工程每年灌溉面积
1060 万亩， 灌区年产粮食 70 亿公
斤，60 年来共灌溉农田 4.96 亿亩，抗
旱减灾效益 1500 多亿元。 同时为六
安、合肥 800 余万城镇居民提供优质
水源，为区域内 11 个县（区）40 多个
乡镇 536 万余农村人口提供农饮安
全补水。

荨 铜陵有色铜冠冶化分公司

组织大学生走进铜陵有色展示

馆， 了解新中国铜工业发展史
和奋进史。

本报记者 刘洋 摄

▲ 车轮检查员正在对即将发

货的产品进行检验。
本报记者 贾克帅 摄

22002211年 55月 2266日 星期三

责编//邹宝元 胡劲松 版式//王艺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