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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8年,收集史
料编写书稿

从2010年开始，开封城市史
研究者刘海永开始收集中共地下
党组织在开封开展工作的相关史
料。

刘海永向记者介绍，有一册
上世纪80年代的油印本尤为珍
贵。油印本名为《中国共产党原
冀鲁豫边区开封地下工作委员会
历史资料（初稿）》，其中内容鲜活
而详实地记录了地下工作鲜为人

知、感人肺腑的人物和事迹。
刘海永用长达8年的时间，

收集整理这些珍贵史料并认真研
究，编辑出一套书稿《开封解放那
些事》，将于今年出版，以此纪念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他告诉记者：“隐蔽的地下
站工作真实细节，就如同眼下
热播的谍战剧一样，精彩、紧
张，感人至深。”本文选取书稿
中几段情节，让读者认识真实
的地下工作者和艰苦卓绝的地
下斗争。

策反敌军将领，阻
止了黄河第二次决口

1946年3月，中共晋冀鲁豫
中央局城工部在原十八集团军总
部开封情报站的基础上，成立了
中共开封工作委员会；6月，中共
华中分局决定建立中共汴郑工委
（该组织后改由晋冀鲁豫中央局领
导），刘鸿文为党委书记，朱晦生为
军事部部长，林恒为地方工作部
部长。刘鸿文和林恒是夫妻。

刘鸿文的公开身份是河南私

立静宜女中的中文教师，林恒则
经公开身份为河南大学教师的朱
晦生推荐到国民党第四绥靖区整
编师六十八师副师长王志远家任
家庭教师，教其女儿英语。

六十八师原属西北军，师长
刘汝珍是国民党第四绥靖区司
令长官刘汝明的弟弟，早年留
苏，曾受中共党组织的一定影
响；副师长王志远早年与新四军
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是同学，受过
彭雪枫的影响；参谋长邹桂五早
年倾向革命，为共产党做过一些
工作。该师驻防杞县、通许、开
封、考城、民权、菏泽及陇海铁路
汴徐段沿线，主要任务是阻止解
放军南下。

1946年秋，工委转归晋冀鲁
豫中央局领导后，又根据刘伯承
司令员的指示，与六十八师参谋
长邹桂五建立了关系，对国民党
官兵进行多方面的争取、分化、瓦
解工作。王志远、邹桂五利用关
系提供一些情报，并帮助工委对
该师中下层的争取工作。在王志
远、邹桂五的协助下，朱晦生与刘
汝珍直接见面，向他申明大义，讲
清利害，争取其率部起义。经过
争取，尽管刘汝珍对起义犹豫不
决，但表示“愿意交这个朋友”，为
他自己留条后路，不再死心踏地
为蒋介石效力。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
强渡黄河发起了西南战役，在一
个月时间内，歼灭国民党军4个
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共6万余
人，由此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并为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道路。黄
河流域连日大雨倾盆，黄河水位
猛涨，刘邓大军在黄河南岸背水
作战。

为阻止解放军的反攻，蒋介
石密令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
明、第六十八师师长刘汝珍在考
城扒开黄河大堤。第六十八师中
将副师长王志远看到密电后，星
夜赶回开封告知中共汴郑工作委
员会书记刘鸿文。刘鸿文请示中
原局，邓小平气愤地说：“蒋介石
要水淹我军，我们一定要制止蒋
介石的这个阴谋，不能让他得
逞。”制止蒋介石扒黄河大堤的唯

一办法就是劝说刘汝珍不执行蒋
介石的命令。邓小平指示工委负
责同志要亲自找刘汝珍谈判。

刘鸿文要王志远速找刘汝珍
阻止第六十八师扒黄河。刘汝珍
表示：“我一定顶住蒋介石的密
令，决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刘鸿
文和政治部交通员周郁文奉命抵
达曹州，在天主教堂第六十八师
师部刘汝珍的办公室，与刘汝珍、
王志远进行谈判。刘鸿文提出：

“如果蒋介石马上要你们扒黄河，
你们如何处理？”刘汝珍表示：“如
果这样，就战场起义。”刘汝珍言
之慨然，付之于行，送走刘鸿文之
后即下令派5000名民工和1000
名工兵加修了一段黄河大堤。之
后，刘汝珍委托国民党陆军总司
令顾祝同向蒋介石陈述扒河之举
将失去民心，请收回成命。可能
是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太大，顾祝
同的规劝见效，蒋介石不再提及
此事。

后来事实表明，刘汝珍实现
了他的诺言。在解放军南下时，
他的第四绥靖区在陇海走廊设防
的部队，基本上是虚放几枪边打
边撤，为我军闪开了路道。

1948年年初，汴郑工作委员
会撤销，刘鸿文、林恒撤回豫皖苏
区党委，刘鸿文任城工部部长，林
恒为区党委副书记章蕴同志的秘
书。1948年6月22日，我军解放
了河南省省会开封市，当时刘汝
珍兄弟的家眷均未撤离市区，王
志远也留在开封静宜女子中学其
女儿王大地（中共党员）处躲避炮
火。解放军进城后，王大地持中
共地下党组织发给她的地下工作
证明，同入城的党组织取得了联
系。

为取密码本，他登
门劝降机要室译电组组长

许天民原名许守谦，1917年
出生于河南卢氏县，1939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他原是徐州地下党
的具体负责人。1946年，许天民
突然遭到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政
治部、警备司令部与警察局的搜
查、审讯，最终没有找到他是共产

党的证据，于是将他释放。1947
年，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让他到
开封工作。

1947年7月，蒋介石在郑州
设立了以孙震为负责人的陆军总
司令部郑州指挥所。这个指挥所
同徐州指挥所、武汉“剿总”在形
势上互为犄角，其军事锋芒直指
华东解放区与中原解放区，是敌
人进行重点进攻的一个组成部
分。

为了及时了解敌人的兵力部
署与战略意图，获取敌人的密码
本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党组织
发现郑州指挥所机要室少校译电
组组长秦光弈，抗战初期在第三
集团军总部机要处任上尉译电
员，同许天民也有一面之识。经
周密安排，许天民持推荐信并带
上一份厚礼，到秦光弈家登门拜
访。

秦光弈设宴招待，许天民见
他对国民党的前途持悲观态度，
对共产党的政策则毫无恶感，便
单刀直入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
来意。秦光弈一时不知所措，沉
默不语，最后说出他的担忧：“使
用密码本制度规定甚严，即使我
们译电使用，也凭手续领取，而且
使用不得超过两小时。至于携带
密码外出，绝无此种先例。因此，

要想抄录密码，困难是不易解决
的。”许天民抓住他的矛盾心理，
指明其全家人身安全与前途出路
解放军全部予以保证，最终使秦
光弈答应搞到密码本。

当天夜里，许天民立即通知
打入国民党第68师任上尉副官
的中共地下党员周继武，要他以
现役军官的身份，在郑州市万顺
街“交通旅社”开一个房间，然后
通知汴郑工委地下党员崔景元，
立即做好抄录秘密文件铅笔、纸
张、米度尺等一切用具的准备，听
候安排。

这个万顺街“交通旅社”，虽
然规模不大，却地处郑州的市区
中心，往来人员复杂。

第二天，秦光弈按照约定的
时间，身着呢子军装，佩戴少校肩
章和陆军总司令郑州指挥所的圆
形证章，军容整齐地带了六月一
日启用的密电码本（底码和乱
码），来到万顺街“交通旅社”。

周继武、秦光弈全副武装，在
门口进行巧妙掩护，许天民与汴
郑工委地下党员崔景元则在屋内
抄录密码。由于屋内光线较暗，
手抄速度太慢，1个小时过后，只
抄了密码的三分之一（“国军”使
用密码制度很严，不得超过两个
小时），而在两个小时内，是绝对

完不成抄录任务的。此时秦十分
惊慌，要求许把“底码”抄完，“乱
码”抄录一半，其作用亦不可估
量，若不及时交回密码，超时必被
查究。为免遭无谓的牺牲，许天
民权衡利害，立即决定停抄，让秦
将密码带回。

第二天，许天民把所抄半部
敌军密码安全送回豫皖苏军区领
导机关，受到了军区首长的高度
嘉许。

执行任务返回途
中失踪,至今没有下落

朱晦生是陕西人，1926年入
党。他潜伏敌营20年，曾经身边
没有组织、没有战友。他在黑暗
中摸索前行，掌握了大量有价值
的情报，团结国统区的知识分子，
为策反整编六十八师做出了巨大
贡献。解放开封，他功不可没。

朱晦生1945年 9月任中共
徐州工委副书记，1946年1月任
中共郑州、开封城市工作小组负
责人，不久，与刘鸿文、林恒到开
封共同筹建中共汴郑工作委员会
（简称汴郑工委）。6月，汴郑工委
成立，朱晦生任汴郑工委军事部
部长。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南下后，

河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乘势而
来的敌人更加疯狂地搜捕和镇压
革命力量。“天快亮，更黑暗”。中
共汴郑工委由于处境险恶，按上
级指示撤至解放区。

朱晦生为了迎接解放，仍然
单独留在开封，坚持地下工作。
他一面积极做国民党军队内的统
战工作，一面从各方收集敌人的
情报。1948年春节前夕，朱晦生
曾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到解放区汇
报情况，为解放开封做准备工

作。清明时节，朱晦生又不顾危
险带着收集到的情报，第三次到
驻沈丘县直河头的豫皖苏区党组
织汇报工作，在返回途中失踪。

党组织得知情况后，曾派多
人寻找，但却没有下落。对于朱
晦生的下落，有多种传闻，却没有
一个能查出实据，甚至出现他被
秘密派遣到台湾执行潜伏任务的
猜测。新中国成立后，经国家民
政部批准，追认朱晦生同志为革
命烈士。

最新史料还原真实开封谍战

地下党曾深入敌巢 阻止黄河第二次决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周斌

招考季，郑州财经学院校长接受本报专访

关于梦想的一切渴望，这里都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文图

怀梦想，致远方。
2019河南高招志愿填报系统已经开启，这两日，考生

和家长面临着共同的选择：填报哪一所院校，能够让自己
离梦想更近一步。

昨日，郑州财经学院校长于向英向高考学子发出邀
请，如果你致力成为一名财经人才，这里有你关于梦想的
一切渴望，也希望学子们成长四年，学习满满，收获满满，
不辜负青春和梦想的每一分、每一刻。

想学生所想
为成才提供每种可能

1997年建校的郑州财经
学院，走过22年时光，不仅培
养出4万余名高素质应用技能
型人才，也成长为一所规模较
大、学科特色鲜明、教育质量和

科研水平居于全省同类院校前
列的应用型本科院校。

2018年新生报到率97%，
2019 年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97%……两个数字重合并不是
巧合，而是郑州财经学院“E·
T·C”工作思路的呈现。

“让每个孩子都成长成才，

就要找准每个人的梦想和特
长，为此，学校实行分类管理、
分层培养，也就是ETC工作思
路的T-think，想学生所想。”
于向英告诉记者，职业生涯规
划课程已进入每一位学生的课
表，帮他们解决未来干什么的
困惑。

如果想升学，学校开设有
专升本、本升硕专业班，抽调骨
干经营教师进行免费辅导。“每
年选派品学兼优学生出国留
学，攻读硕士。2018年，20名
学生公费前往英国百年名校斯
旺西大学读书，其中4名学生
已经申博成功。”

想就业，院系两级就业服
务与指导体系，通过就业指导
课和定期举办就业知识讲座，
帮助学生了解就业形势和就业
政策。

想创业，创新创业学院与
普通教学齐头并进，培养创新
创业意识。在这里，一百多家
企业助阵，创新创业团队可以
放心大胆进行社会实践摸索和
初期创业体验。

应用型人才培养
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郑州财经学院，没到毕
业季，手握双（多）证书的毕业
生们来不及逛招聘会就被企业

抢先签约。
“多证书教育加上实践应

用能力，每个学生都有属于自
己的敲门砖。”于向英坦言，作
为一所民办本科院校，必须走
出自己的特色。

为此，郑州财经学院紧跟
河南地方产业结构和经济需求
进行专业设置。在26个本科
专业和41个专科专业中，学校
突出财经特色，重点培养商贸、
财会、金融、物流等社会急需应
用型人才的专业发展方向，并
跟随市场需求变化，及时优化
专业结构。

“专业技能学习需要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在双（多）证
书培育制度下，我们倡导学生
学好专业的同时，积极考取职
业资格证书，提高专业技能和
就业竞争力。”于向英说，学院
设有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学
生可参加40余种资格证书的
鉴定与考试。

光有证书不够，还得有过
人的实践能力。为此，学校先
后牵手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阿里巴巴集团、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正保远程教育集团、
海尔集团、河南省物流协会、双
汇集团、格力电器等200多家
企业，并建成8个教学实训中
心，82个实验实训室，让学生
真正融入职业环境中去。

人文素养不断线
职场竞争力不掉线

对于选专业，不少考生和
家长既迷茫又纠结。对此，于
向英表示，大可不必纠结，大学
教育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之上进
行专业培养，学生拥有转换专
业学习的机会。

于向英告诉记者，除了专
业教育，学校更注重人文素养
培养，塑造健康人格，提升综合
素质，让学生既成人又成才，拥
有不掉线的职场竞争力。

她介绍说，学校经常举办
各种形式的人文专题讲座、沙
龙、科技文化艺术节、辩论赛、
文体比赛等系列活动，满足多
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同时，大力提倡科技创新活动，
通过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培
养应用型大学生求真的科学主
体精神和以个体完善与发展为
主的创新主体精神。

于向英说，全校现有50余
个学生社团，每年都举办丰富
多彩的活动，学生参加省市乃
至国家级的各类竞赛都取得了
特别好的成绩。“参加一个社
团，培养一种兴趣，掌握一项技
能，这是学校社团活动所提倡
的，希望每位学生都能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特点，找到适合自
己全面发展的平台。”

郑州财经学院校长于向英

河南情报站所在地

开封寺后街美光照相馆曾是八路军锄奸部

打入敌军内部，获取重要情报；开辟交通线，护送同志突破封锁；获取密码本，掌握敌方
兵力；策反敌军将领，粉碎敌方战略……这一幕幕如今谍战剧演绎的情节，曾经真实地发生
过。新中国建立之前，在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活跃着多条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他们相
互独立，各负使命，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智慧，甚至生命。

昨天是七一建党节，开封城市史研究者刘海永用多年收集整理的史料，来还原真实的地
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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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开封城市史研究者刘海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