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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当时年仅 20多岁的农
村大队长，带着数百个村民，
钢钎凿、风钻敲，前后历经 30
余年，在峭壁悬崖间挖出一条
10 公 里 的 “ 天 渠 ”。 潺 潺 渠
水，润泽了当地 1200多人，使
曾经闭塞的贫困村面貌一新。
当地人叫它“大发渠”。村民以
最朴实而又最隆重的口头命名
方式，感谢他们的带头人——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
族乡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

“一定要想法通上水”

黄大发居住的地方以前叫
草王坝，海拔 1250米，山高岩
陡，雨水落地，就顺着空洞和
石头缝流走。20世纪90年代以
前，村里人去最近的水源地挑
水，必须来回走两个小时，争
水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

没有水，别说发展产业，
村民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

“穷就穷在水上，一定要想法通
上水，让大家吃上米饭。”1958
年当选草王坝大队大队长那
年，黄大发下了决心。

草王坝村几面大山的背后
是螺丝水河。20世纪60年代开
始，由当地公社牵头，黄大发
当指挥长，草王坝大队、健康
大队、胜利大队共同开建“红
旗大沟”，想引来这稳定的水

源。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和劳
动力，用黄泥巴敷成的渠壁难
经风雨，水渠修修补补十几
年，没法再用，在20世纪70年
代被废弃。

1990年腊月，黄大发找到
遵义县水电局副局长黄著文。

“我走了两天到县里，就是要找
你。我要修螺丝河工程。”“我
是村支书，有责任修通水渠，
解决村里人畜饮水。”“我要实
现通水愿望，这一次，拼了命
也要干。”……

“修不通，我拿命来换”

水渠工程立项了，摆在黄
大发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凑
钱。按照当时的政策，修建这
样的工程，国家补助材料、匹
配一定资金，村民要投工投
劳，须自筹部分资金。算下
来，全村 900多人，要凑 1.3万
元。当年，村民的年人均纯收
入仅为 80元。黄大发召开村民
大会，提出了每家每户凑钱的
要求。作为村支书，他率先拿
出了100元。

修建水渠的热情被再次点
燃。当晚，有的村民就外出借
钱了。第二天一大早，出村小
路上满是赶着牲口，背着鸡
蛋、黄豆、蜂蜜的村民，他们
要到附近集市卖了换钱。

也有村民反对。黄大发回
答：“修不通，我拿命来换。”

妻 子 徐 开 美 劝 他 ， 晚 几
年，等大家经济条件好点再
修。黄大发说：“修水这事等不
得，再难也要上。水不通，大

家经济怎么好得了？”
第三天，1.3万元凑齐。遵

义县水电局领导说：这不是工
程款，是草王坝群众的心！

1992 年 正 月 初 三 ， 大 雪
天，开工了。“干部干，群众
看。”黄大发说。从材料运输到
实地施工，年近六旬的黄大发
总是冲在最前面。放炮需要的
炸材，是他来回步行 36公里到
乡镇背回来的。筑渠需要的水
泥，也是他亲自到县城“押
运”回来的。在修擦耳岩段
时，一处倒悬的崖壁无法测
量，专业施工人员都不敢下
去。黄大发二话不说，把麻绳
系在自己身上，让人拉着吊下
悬崖，像半空中飘飞的鹰。

当时在现场的村民沈秀贵
说：“没有黄大发带头，这个工
程修不起来。”从开工修建主
渠，到所有支渠完成，总共花
了约 3年时间。黄大发说，这
么长时间的持续施工、拧成一
股绳的关键是“党员带起头，
大家一起干”。

“这水渠是工程奇迹”

1994 年 ， 水 渠 的 主 渠 贯
通。清清粼粼的水，第一次满
满当当地流进了草王坝村。村
里孩子们跟着水流跑，村民们
捧着清澈的渠水大口大口地
喝：“真甜啊，真甜！”

1995 年，一条跨 3 个村、
10 余个村民组，主渠长 7200
米、支渠长 2200米的水渠终于
完工。群众以黄大发的名字命
名这条渠，叫它“大发渠”。

通水后，黄大发马不停蹄
地带领群众“坡改梯”。村民徐
国树家“坡改梯”后有了 4亩
梯田，全部种上了水稻。1996
年，亩产达到 1000多斤。他一
直记得打出米那天，家里煮了
满满一大锅米饭。从米下锅
起，一家人什么都不干，围着
灶台坐着，等着，笑着。揭开
盖的那一刻，一股从没有过的
清香，扎扎实实地钻入鼻子，
直入胃里，沁入心里……

接下来，黄大发又带领大
家修学校、通路、通电。

“如果有文化，渠早就修成
功了。我们村文化低，出去都
直不起腰杆，娃儿不读书哪来
出息？”全村群众又一次咬紧牙
关，全力投工投劳建学校。

接下来是修路。1995年春
节刚过，黄大发只身前往遵义
县，向有关部门申请修建通村
公路。政府补助的资金用于购
买炸药等，村民在黄大发带领
下投工投劳。

1996年，村里通电工程启
动。黄大发带头拿出 100 元，
村民们再次凑钱 1万元。为节
约电杆钱，每 2 户村民“承
包”一根电杆，上山砍树；一
圈上百斤重的电线，村民挽在
肩头往前拉……草王坝村，终
于亮起了电灯。

“我交上答卷了”

带领群众奋斗 50多年，黄
大发走遍了村庄周边的山山水
水，但最远只到过 80公里外的
遵义市。2015年，遵义有关领

导了解到，这位 80岁的老支书
有个心愿，就是有生之年能去
省城看一看。

时任平正乡办公室主任的
徐飞回忆，那天他们来到村
里，发现黄大发和老伴已经穿
戴整齐在村口等着了。

到了贵阳，老支书既没有
提出到风景名胜去逛逛，也没
有要求去商场转转，而是提出
去贵州省委看看。

站在省委大门口，黄大发
注视着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

“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的石
碑，一言不发地站立着……

就这样，默默站立了 10多
分钟，黄大发回身对陪同人员
说：心愿了了，可以回家了。
陪同人员问：到别处看看吧？
黄大发把头一摇：“党组织信任
我，把草王坝村交给了我，现
在渠通了、电通了、路也通
了，我交上答卷了。”据新华社

黄大发：绝壁凿“天渠”壮志凌山河

根据工作需要，受采购单位委托，漯
河市政府采购中心对漯河市路灯维护中
心所需黄河路（京广铁路涵洞东—金山
路）路灯改造工程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
欢迎符合本次项目要求的供应商参加磋
商。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采购编号：漯采磋商采购[2019]
58号。

二、对供应商的资质要求：1.必须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
二条规定的条件。2.响应单位须具有相
应资质及施工能力，磋商时须提供有效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其他组织登记证
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3.响应单位
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
以上资质，或者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资质审核时须
提供资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
章）。4.拟派本项目的项目经理须具有
有效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建
造师注册证书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资质审核时须提供以上证书原件及复印
件（加盖公章）。5.如法人代表（负责人）
参加磋商，须提交法人代表（负责人）身
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如委托代理人参加
磋商，须提交法人代表（负责人）授权书
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供应商应
为独立供应商。

三、采购内容：漯河市黄河路（京广
铁路涵洞东—金山路）路灯改造工程。
采购预算：924800.21元。本次磋商不分
标段。

四、报名及磋商文件领取信息：详见
漯河市政府采购网上所发布的公告。

五、磋商时间（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
间）：2019年6月21日上午9时。磋商地

点：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竞价室（漯
河市郾城区嫩江路工商联大厦九楼）。

六、响应文件要求：1.网上递交：响
应人应当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
前，通过互联网使用 CA 数字证书登录
漯河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将已
加密电子响应文件上传，并确定已加
密响应文件保存上传成功。逾期未完
成上传或未按规定加密的响应文件，
采购人将拒收。2.现场递交：响应人应
当在截止时间前，将纸质响应文件（正
本一本、副本一本）、未加密电子响应
文件和已加密电子响应文件的备份以
光盘或 U 盘的形式，按照采购文件要
求密封和加写标记后，递交到磋商现
场。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之后送达
的响应文件将被拒收。

七、市路灯维护中心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395-3180010
采购中心联系人：冯先生
联系电话：0395-3162516

八、信息发布情况：本次磋商全部信
息以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漯河市政府采
购网上所发布的为准。

九、监督部门及电话：漯河市财政
局 0395-3150223

十、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本项
目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支
持监狱企业发展、促进残疾人就业等扶
持政策。

十一、本公告期限为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3个工作日（2019年6月10日~6月
12日）。

十二、其他：本项目漯河市政府采购
中心不收取标书费及任何服务费。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2019年6月6日

竞争性磋商采购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受采购单位委托，漯

河市政府采购中心对漯河市公路建设和
养护中心所需会议室改造项目进行竞争
性磋商采购，欢迎符合本次项目要求的
供应商参加磋商。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采购编号：漯采磋商采购[2019]
66号。

二、对供应商的资质要求：1.必须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
二条规定的条件。2.响应单位须具有相
应资质及施工能力，磋商时须提供有效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其他组织登记证
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3.响应单位
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
资质，资质审核时须提供资质证书原件
及复印件（加盖公章）。4.拟派本项目的
项目经理须具有有效的建筑工程专业二
级或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及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资质审核时须提供以上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5.如法人代
表（负责人）参加磋商，须提交法人代表
（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如委托
代理人参加磋商，须提交法人代表（负责
人）授权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和
复印件。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
供应商应为独立供应商。

三、采购内容：漯河市公路建设和养
护 中 心 会 议 室 改 造 。 采 购 预 算 ：
996672.49元。本次磋商不分标段。

四、报名及磋商文件领取信息：详见
漯河市政府采购网上发布的公告。

五、磋商时间（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
间）及地点：2019年6月24日上午9时，
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竞价室（漯河
市郾城区嫩江路工商联大厦九楼）。

六、响应文件要求：1.网上递交：响
应人应当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
前，通过互联网使用 CA 数字证书登录
漯河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将已
加密电子响应文件上传，并确定已加
密响应文件保存上传成功。逾期未完
成上传或未按规定加密的响应文件，
采购人将拒收。2.现场递交：响应人应
当在截止时间前，将纸质响应文件（正
本一本、副本一本）、未加密电子响应
文件和已加密电子响应文件的备份以
光盘或 U 盘的形式，按照采购文件要
求密封和加写标记后，递交到磋商现
场。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之后送达
的响应文件将被拒收。

七、市公路建设和养护中心联系人：
姜先生

联系电话：0395-3132567
采购中心联系人：冯先生
联系电话：0395-3162516
八、信息发布情况：本次磋商全部信

息以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漯河市政府采
购网上所发布的为准。

九、监督部门及电话：漯河市财政
局 0395-3150223

十、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本项
目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支
持监狱企业发展、促进残疾人就业等扶
持政策。

十一、本公告期限为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3个工作日（2019年6月11日~6月
13日）。

十二、其他：本项目漯河市政府采购
中心不收取标书费及任何服务费。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2019年6月10日

竞争性磋商采购公告

黄大发在巡查水渠黄大发在巡查水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