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国门闯市场，
外国专家赞赏塔卧石匠

红军顽强拼搏的精神， 在塔卧人血脉中流淌。
传承这种精神的代表人物是新时代的塔卧石

匠， 他们走南闯北闯市场， 创造奇迹与辉煌。
广荣村的丁云树是塔卧石匠中最早走出国门，

为国争光的佼佼者。

丁云树初中毕业就跟随继父李双吾学习石雕手
艺、 石器结构工程， 1983年被长沙路桥专家推荐参
加我国对卢旺达路桥援建工程。 他说 ： “一到援
建工地就马上建涵洞， 该涵洞先后有40多人施工，
外方监理都不满意。 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我仔细查
看涵洞地形， 重新划图纸， 然后我一个人开始雕凿
石块， 一块块将石头垒砌起来， 每天工作12小时以
上， 连续工作27天做完这条涵洞工程。”

“比利时、 法国、 荷兰等众多外方监理对该涵
洞验收近5小时， 非常满意， 一致向我竖起大拇
指。” 丁云树笑着说： “交通部和外交部的专家表
扬我为中国争了光！”

从1984年到2011年， 丁云树从一位石雕工人成
长为国家一级建造师。 他又先后7次带领50多位塔
卧石匠参与了马里、 斯里兰卡、 埃塞俄比亚等国路
桥建设， 承接路桥、 涵洞、 路面石器工程， 每次都
得到外方监理一致赞赏。

塔卧李宏进被赞为“石雕鬼才”， 他正带领200
多个塔卧石匠和木匠在重庆彭水县建造蚩尤土家风
情园。

李宏进家境贫寒， 小学四年级辍学拜师学艺，
3年学会了民间传承的各种雕刻和建筑工艺。 1983
年到张家界创业， 在市场中顽强拼搏， 成为我国民
族仿古建筑风云人物。 1999年他设计并建造张家界
土家风情园， 其中土家九重楼全木结构， 高48米，
12层， 没用一颗铁钉， 创世界吉尼斯纪录。 2003年
以来， 他还先后应日本、 新加坡、 泰国等10多个国
家和地区邀请， 设计、 建造民族建筑。 2005年， 他
在日本通过竞标， 获得投资5亿元的民族村设计和
实施工程。

村民们说起坚守乡村带徒弟， 帮助大家致富的
大坝村原村支书王焕云， 都竖大拇指。

循着叮当叮当地敲击声， 记者在一群栩栩如生
的石狮子中， 找到正专心致志雕刻的王焕云。

王焕云是远近闻名的石雕大家， 石雕工艺厂几
次年薪开到30万请他出山， 他都婉言谢绝。

“我是村支书， 不能只考虑自己赚钱， 我希望
村民们都过得好。” 王焕云担任村支书20多年， 免
费带徒弟近300人， 包吃包住生活费。 他要求徒弟
也免费带徒弟， 带动大家一起致富。

塔卧镇党委副书记袁谋臣说， 塔卧石匠是脱贫
致富的主力军。 镇党委2009年牵头成立塔卧镇红色
苏区石雕协会， 组织石匠们切磋手艺， 交流信息。
塔卧镇现有4000多位石匠在外闯市场， 每位石匠年
纯收入10万多元。 同时， 还有3000多位石匠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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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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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勤劳双手
创造幸福生活

塔卧镇素有“江南延安” 的美誉， 保存有中共湘鄂
川黔边省委、 省军区、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旧址等十
大革命文物旧址、 遗址， 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最
近， 中央红办专家考察后认定这是全国革命文物保存最
完整、 最完好的地区之一。

塔卧人传承红军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 用勤劳双手
创造幸福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塔卧镇先后被评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省级文明镇、 省级历史文化乡镇， 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佳信用乡镇。

现在， 塔卧镇发挥自己的优势， 大力发展旅游、 石
雕、 鞭炮三大产业， 培养农民实用技能解决就业， 提高
老百姓收入。 同时， 塔卧镇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先后建
起镇文化站1所， 村级文化活动中心9处， 各类图书室5
个， 藏书1.2万册， 有各类文化业余队伍112人。 九年义
务教育覆盖率达到98.6%， 90%以上的村民参加了农村
合作医疗保险。

从乡村石匠成长为
国家一级建造师
———访从塔卧走向世界的

建造师丁云树
丁云树， 塔卧镇石雕师傅们提起都非常骄傲的名

字。 他从塔卧镇一名乡村石匠成长为国家一级建造师。
丁云树初中毕业跟随继父李双吾学习石雕手艺、 石

器结构工程， 1980年招工到省路桥公司上班。
年近六旬的丁云树是龙永高速29标项目经理， 他

曾经8次出国参与我国对外援建或承建的路桥工程。
他高兴地告诉记者： “塔卧石匠在国外做的石雕和

石器工程， 外国监理专家都向我们竖起大拇指。”
丁云树说： “当时省公路局干部高贵是塔卧籍红

军， 我去拜访他， 他常常给我讲塔卧红军的故事， 红军
顽强拼搏的精神很鼓舞我。”

“1983年我第一次出国， 参加我国对卢旺达路桥
援建工程， 首先建造公路涵洞石器工程， 我一个人测
量、 设计， 并夜以继日奋战27天， 做好了涵洞石器工
程， 外方监理专家验收后一致竖起大拇指。 中方经理非
常高兴， 一下子给我加了三级工资， 几个月后就聘任我
为工程师。”

20多年来， 省交通厅先后派丁云树到埃塞俄比亚、
斯里兰卡、 马里参加路桥建设， 任工程项目副经理， 管
理桥梁路基建设。 他带着塔卧镇10多位石匠， 做路桥
涵洞建设和桥面石器工程。

每次验收时， 来自德国、 荷兰、 比利时的监理专家
都说： “中国制造完美、 坚固， 中国石匠创造了奇迹。”

丁云树说：“塔卧石匠吃得苦、 霸得蛮， 做工精湛，
特别能吃苦， 在国内外路桥建筑市场美誉度很高。 现
在， 来自塔卧的石前等石匠仍然奋战在埃塞俄比亚， 外
方监理对塔卧石匠的技艺很赞赏。”

把拼搏精神
融入血脉

本报记者 徐蓉

伫立在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
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阳光抚摸着纪念碑上一个个
红军战士的名字，刚劲有力，散发着金色光辉。

为了民族强盛、 人民幸福的理想信念， 烈
士们抛头颅、 洒热血， 百折不挠、 顽强拼搏， 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牺牲了年轻的生命。

这高高矗立的纪念碑， 凝聚着不屈不挠、 顽
强拼搏的红军精神， 鼓舞我们历经困苦依然奋斗

不息。
当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 我们

要把拼搏精神融入我们的血脉， 带领群众一往无前，
迎难而上， 顽强拼搏。

不管是面对改革开放的艰难探索， 还是迎战特大
自然灾害， 还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我们都要以不屈
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作出响亮回答： “任何困难都难
不倒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 祖国的明天将更美好！”

——永顺塔卧石匠雕凿技艺闯天下

东经109.51分、北纬29.7
分，群山环抱中，永顺县塔卧
镇秀美宁静。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
团曾在此建立湘鄂川黔边革
命根据地。红军的顽强拼搏精
神，穿越80年时空，融入塔卧
人灵魂与血液中。

凭借这拼搏精神，从上世
纪80年代开始， 塔卧镇4000
多位石匠南征北战闯市场，从
塔卧走向世界，在路桥、建筑
工程上创造奇迹。

在永顺塔卧举行的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五十周年大会。

本报记者 赵持 摄（翻拍）

一笔一画精心雕刻，
将红军拼搏精神呈现出来

6月27日， 炙热阳光照在塔卧镇繁华街道。
塔卧镇党委书记覃章顺带着记者走进湘鄂川黔

边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这里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
分校旧址。

纪念馆内， 永顺县党校学习的30多位党员正
对着鲜红的党旗高声宣誓， 重温入党誓言。 覃章顺
说， 现在每天都会有游客来这里参观。 许多党员干
部、 学生来这里举行党日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 一年接待游客约7万人次。

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 省军区等旧址巍然伫立
在塔卧镇众多现代建筑中， 历经风雨80年保存完
好。

“塔卧群众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这些文
物。 1981年， 塔卧建造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红
二、 六军团烈士纪念园和纪念碑。 2009年， 省、
州、 县投资1880万元建设塔卧红色旅游景区项目，
新建了红都大道、 苏维埃广场、 旅游停车场等， 组
建了一个红色旅游车队， 100%的村修通了通村公
路。”

覃章顺说， 纪念碑、 路、 桥、 广场的石刻、 浮
雕， 都是塔卧石匠一块一块建造雕凿， 一笔一画精
心雕刻， 将红军坚定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拼搏精神
呈现出来。

广荣村李华树是当年牵头的石匠， 年过花甲的
李老激动地说： “1981年我组织了50多位塔卧石
匠参与建造雕刻。 县史志办干部给我们讲红军顽强
拼搏精神， 大家深受感动， 白天连着黑夜干， 一个
多月完成纪念碑建造和碑文、 浮雕等雕凿工作。”

塔卧镇七里坪村石匠覃正顺的爷爷参加了红
军， 他说： “我参加了纪念碑、 广场的建设雕刻，
才完整了解爷爷和他战友们的英雄事迹。 我要像爷
爷一样吃苦耐劳、 顽强拼搏。”

覃正顺的石雕在当地颇有名气， 他带着13个徒
弟吃得苦、 霸得蛮， 年销售石雕产品200多万元，
徒弟们都过上了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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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县塔卧镇 ， 湘鄂
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

▲永顺县塔卧镇新貌。本报记者 赵持 摄（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