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学家揭秘

HENAN DAILY地方观察·南阳 2015年 9月 10日 星期四统筹 宋华茹 李 铮 17责任编辑 李晓舒

日军 110 师团见左突进队屡屡受挫，感
到进入重阳店确有困难，遂下令“左突进队应
从现在起击败面前之敌，经豆腐店向红丸挺
进”。163 联队长上坂大佐即命令 617 大队攻
击中蒲塘北面的中国军队，占领该高地并掩
护突进队向豆腐店挺进；又令第 1 大队经豆
腐店向红丸挺进，其余部队跟随第 1 大队前
进。5月 3日，617大队攻击中蒲塘北面高地，
并掩护突进队转移。第 1 大队从我军中横断
突破后，即不顾一切地疯狂前进，大队长稻垣
少佐甚至连处理战死、负伤人员的时间都没
有，不得已只将战死者的手指剁下就地掩埋，
而把伤员委托给了联队的辎重队，自己则喝
叱官兵，向豆腐店挺进。战斗结束后，我中央
独立炮兵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冯尧和下山察看
战场，只见山沟里、山坡上到处都是被刈去手
指的日军，其中有许多是稚气未退的小伙子。

半夜零时，疲惫不堪的日军 110 师团 163
联队第 1大队攻陷我豆腐店。

豆腐店是丁河店南面的一个大村庄，分
为上、下豆腐店两村，居民数百人，系由东北
面及东南与西南各高地间之沟渠积成一狭长
小盆地，中有一小溪流，所以，要守豆腐店必
须要守住四周高地，尤其东北面一带高地。

日军进入豆腐店后，我第 110 师、第 28
师、暂编第 55 师奉命合围该支日军。是日，
我第 110师第 329团占领乌鸦岭西南各高地，
第 328团与暂编第 55师在豆腐店东南高地完
成衔接，第 28 师占领了东北山顶上的寨子。
5 月 4 日，各部一齐向前推进，午后 4 时，完成
了对豆腐店日军的包围。

5月 5日上午，第 31集团军参谋长朱镇淮
亲临 110 师阵地观察。日军陷入的这块谷地
三面都是陡坡，只有三个宽约两三丈的沟口
通往外边，仅容单人行走的盘旋小道从中间
穿过。察看过地形后，朱镇淮说：“上坂联队
是日军专门训练的山岳部队，善于山地作
战。这次被我包围于山谷盆地，粮尽弹缺，我
军应全力将其歼灭。”午后，我军对日军进行
了一次火力急袭，将山谷中的房屋尽行击
塌。敌人很是狡猾，他们分散在山谷四周，在
陡坡倾角下掏洞挖壕，我军火力虽猛，但对其
杀伤不大。这天夜里，我军组织突击队，由沟
上向下突击，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肉搏战。
经过八次反复争夺，我 110 师终于攻占了两
个山沟的沟口。

5 月 6 日，我第 329 团集中炮火向对面陡
坡角根猛烈射击，取得很好的效果。第 328
团突击队由沟口逐渐推进，不断压缩敌人的
阵地。午后 3 时，为解豆腐店被困日军之围，
700 多日军从霸王寨出发，向我母猪峡 1240
高地进攻，遭到我第 328 团和暂编第 55 师的
猛烈阻击，救援未成，伤亡不小。黄昏前，又
有二三百日军从庞家寨出发，进到第 28 师山
坡阵地，企图救援被困日军，也被击退。双方
成对峙状态。

5月 7日晨，我 31集团军总司令部向第一
战区长官部申请空中支援，西安空军基地派
来中美混合联队的 P-51战斗机，及我空军第

11 大队的 P-40 战斗机若干批，每批四架，不
断对豆腐店及附近的山沟、树木，反复进行轰
炸、扫射。尤以燃烧弹着火后，威力之猛令人
咋舌。

5 月 7 日午，我 110 师突击队将阵前之敌
歼灭。该师之第 328 团由悬崖盘旋小道下至
谷地，日军被迫由崖角向东南转移，并利用地
形地物攀登霸王砦西端山脉(约在母猪峡附
近)的陡崖，在隐蔽处构筑工事。这种持续的
轰炸扫射，其间再配合我迫击炮的集中轰击，
困于豆腐店内之敌宛如处在人间地狱。当时
我第 110师及新编第 42师，在炮、空火力掩护
之下攻进豆腐店，但大部分敌人已由北面
1240 高地隐秘地逃往霸王砦，丢下大批尸体
及武器。日军“到达后方时，皆有死后复生之
感。”

5 月 8 日，军委会对豆腐店战斗专门发表
战讯：

豫南方面：我空军协同作战，终于在西峡
口以西地区，完成一大歼灭战，消灭敌人至少
3000 以上。为我军困于魁门关西南母猪峡、
豆腐店、黑龙沟地区（公路南面）之敌约 4000，
自 5 月 4 日以来，经我陆空军连日痛击，并轰
炸扫射，敌死伤惨重，但敌仍拼死挣扎，6日、7
日曾两次试图突围，并由奎文关及以南庞家
寨数度增援，均被我击退。7 日午后 6 时，我
向敌围攻各部队复一齐协力猛攻，由各团突
入敌阵，经过 10 小时之搏战后，至 8 日拂晓，
将敌几乎全歼，残余之敌(约二三百人)，不择
手段地释放瓦斯。在瓦斯的掩护下，夺路向
庞家寨逃窜，我在此一地区之歼灭战，遂告完
成，歼敌至少达 3000 余，马 600 余匹。另，生
俘两名，据供，被歼之敌：为 110师团第 163联
队残余部队，其联队长生死不明。当敌释放
瓦斯时，我军曾有一部中毒。西峡口以西公
路北侧我军，于 7 日午将由上下韩庄向西进
扑之敌，包围于上下韩庄西侧之高地，及柱石
沟之隘路内；我地面部队在我空军协力之下，
向敌猛施攻击，至 8 日晨歼敌百余，柱石沟隘
路内之敌，已被完全消灭，现仅上下韩庄西侧
高地，尚有残敌一部，在我继续攻歼中。

鉴于中国军队在南阳作战中取得的辉煌
战绩，蒋介石电令嘉奖胡宗南、王仲廉及其他
参战将士。

（选自《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
战》一书）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李铮 通讯员马伏
娴 丰兴汉）“我想用这本书还原宛东大地一段
辉煌的抗日史，还原一个曾经鲜活光彩、万民
敬仰的抗日英雄形象，希望更多的人能牢记抗
日战争中的英雄故事。”9 月 7 日，长篇抗日纪
实小说《曲令铎传》的作者曲刚强说。

今年 68 岁的曲刚强是唐河县郭滩镇一名
退休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一直坚持文学创

作。曲刚强说，从小他就对本家抗日英雄曲令
铎的事迹有所了解，老人们的讲述常常让他如
痴如醉、热血沸腾。“小时候没有电视电影，小
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村里的老年人讲故事，
老一辈经过战事儿，经常讲曲令铎剿匪安民、
歼击日寇的英勇事迹。”曲刚强介绍，曲令铎
是南阳地区一位颇有影响的抗日英雄，曾是国
民党的唐河县国民民兵团团长，桐柏县县长及

正阳县县长，抗日战争时期，多次率部歼灭日
军。解放前，创办了唐西中学和泰山庙高级小
学，深得当地民众赞誉。曲令铎故居里至今还
立着桶寨铺、社旗、桐柏人民给他镌刻的“三通
政德碑”，厅堂里还挂着国民党抗日将领孙连
仲赠给他的“忠义可风”匾额。

为了写这本书，退休后的曲刚强不辞辛苦
遍访宛东各地，多次下襄阳，跑桐柏，走社旗，

到处查找资料，翻阅档案，寻访编写革命史的
老专家，最终历时三年创作完成了近 30 万字
的《曲令铎传》，并顺利出版，客观再现了曲令
铎的戎旅生涯和一个时代的纷繁历史，成功塑
造了一个爱国爱民的抗日英雄形象。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我们更应
该铭记历史，铭记那些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而
献出生命的英雄们。”曲刚强说。

本报讯 在全国第 31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南阳
市骨科医院在教师节期间将为教职工提供价值 10
万元的公益项目。

公益活动从 9 月 10 日到 9 月 30 日，针对市级
贫困优秀教师提供 2 名全免费的锥间孔镜治疗；为
300 名优秀教师提供全免费红外检查，为其他教职
工提供半价红外检查；为贫困教师免费提供小针刀
治疗、中频治疗、超生波、红光治疗等免费项目。

“在教师节之际，医院为教师提供公益项目，旨
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氛围。”南阳市骨科医院院
长贾虎林说。

（薛小磊）

本报讯 工商银行南阳分行围绕建设最安全银
行的主题，切实维护客户权益，严防外部欺诈事件的
发生，确保客户银行资金安全。

工行南阳分行通过会议、培训、竞赛等多种形
式，强化员工防范外部欺诈的风险意识，设立防欺诈
咨询台，制作业务宣传板报，发放防范外部欺诈宣传
彩页，提高客户防范意识。对新产品、新流程和专业
风险点的外部欺诈风险进行安全评估，不断提升外
部欺诈风险防范水平。提高外部欺诈风险信息系统
应用成效，及时录入发生的外部欺诈风险事件，建立
健全激励惩罚机制，防止出现信息倒流。运用先进
的集中式数据监控技术堵截电信诈骗。通过“融安 e
信”外部风险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对电信诈骗等外部
欺诈犯罪的“精准打击”。

自 2014 年以来，工行南阳分行已成功堵截外部
欺诈事件 35 起，为客户挽回直接资金损失 58 万元。

（卢涛 蒋红升）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李铮 通讯员王松林）
“南阳市卧龙区车站街道兴运社区辖区物资系统居
民楼院属倒闭企业的居民楼院，无主管单位，以前
院内脏乱差现象严重，群众意见很大。”

9 月 7 日，兴运社区网格长徐海担说，网格长作
为社区和居民楼院之间的桥梁，深入各家各户走访
做工作，动员热心管理的人员成立了业主委员会，
使该楼院环境迅速提升。

社区网格作为社区的基本单元，通过职能下
沉、重心下移，把各项任务落实在基层一线。卧龙
区把网格化管理作为推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
国家文明城市的“双创”工作有效抓手，全面施行以
网格化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创建机制。目前，该区各
街道办以社区为单位，将中心城区 59 个社区划分为
245 个网格，每个网格都确定 1 名网格长、2 名协管
员。通过实施分块管理、网格到人、责任到人的方
式，建立起标准明确、责任细化、考核公平、奖罚分
明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变被动为主动、变定性为定
量，不断提高城市精细化常态化管理水平。

卧龙区委书记马冰说：“社区网格化确实发挥
了很大作用，以前落实不下去的工作现在也能落实
了，以前推诿扯皮的工作现在也能责任到人，落到
实处。”

“插上保险柜钥匙，输入保险柜密码，再刷
存折……”已 70 余岁的刘书珍老人正有条不
紊地给村民办理取款业务，每一步都是那么的
轻车熟路。这是 8 月 20 日上午笔者在卧龙区
蒲山镇赵官庄村助农取款服务点看到的情景。

“老头老婆们上了年纪腿脚不好使，存钱、
取钱也不方便，骑车去镇上更是费时又费力，
现在可好了，农信社把存取款机直接安置在村
里，服务真的到家门口了。数字操作很方便，
随办随走，真是方便了四邻八村。”赵官庄村助
农服务点负责人刘书珍介绍。

刘书珍的老伴是村里的退休老支书，他说
像他这把年纪本该和老伴安享晚年，可是听说
农信社要在俺村选服务点给村民提供方便，是
件为民服务的好事、实事，就说服老伴参与农
信社人员的选拔，真的被选上了。现在每天看
着村民笑呵呵地办理业务，自己也很高兴。

每办完一笔业务，刘书珍就会在现金流水
台账本上仔细地记下取、存款的时间、金额，并
按上自己的手印，再签字，最后打印凭条。她

说这样心里有个数，要担得起责任，更重要的
是阳光操作，让大家都放心。

为了更好地解决偏远地区金融服务难的
问题，避免老百姓为领取小额补贴来回奔波，
卧龙区农信社主动与辖区内的行政村进行对
接，积极与村内的超市、小卖部、卫生院合作建
立“助农取款点”，为村民在家门口办理现金业

务、转账业务、存折补登、查询业务等 7 类服
务。既方便群众，缓解了营业网点的柜台压
力，又确保提供 24 小时服务。老百姓称为“小
银行”的助农服务点，真正实现了让老百姓足
不出村就能办理金融业务。

为强化服务，提升支农惠农的服务水平，
卧龙农信社现已在卧龙全区布放 ATM 机 36

台，累计发展 POS 商户 495 户，布放机具 865
台，真正让广大农民享受到普惠金融服务。

“以前为领取几亩地的补贴款得跑到镇
上，路上来来回回太麻烦了。现在也不用大热
天再来回跑了，在家门口的超市就能取钱，真
是方便。”刚刚办完取款业务的朱大爷感慨地
说。

卧龙农信社主任韩书耿介绍，像赵官庄村
这样的助农取款服务点已布局 20个，今年再增
加 25 个，实现辖区内的行政村 100%全覆盖，切
实走好“最后一公里”这步棋，做行业标杆。

据悉，卧龙区的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已达
45 个。这进一步畅通了农村结算渠道，为广
大农民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服
务面覆盖 166 个自然村，受益人员近 126 万人。

“我们将扎实推进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
作，争取让全区的每一个农民朋友享受到我们
的助农服务。把我们的服务打造成标杆，真正
普惠千家万户。”卧龙区农信社理事长毛兴冬
说。 （张印华 薛猛）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李文超 通讯员王涛）
“进入大学后，我会珍惜上学的机会，多学习文化知
识，多去帮助他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社会。”9
月 7 日，新野县的王娟说。

“我们发现救助工程中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
是受助生得不到精神引导，对捐赠方和社会关注逐
渐淡漠；二是部分待救助学生“爱面子”不愿在公布
自己困难的前提下接受救助。”南阳团市委书记孙
红鑫说，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发现一是要为受助
生搭建一个回报社会的平台；二是让“爱面子”的学
生意识到得到的帮助是“借”来的不是“求”来的，是
要回“报”社会的。

2009 年起，南阳市创新希望工程助学模式，实
施了“希望工程爱心接力行动”，把捐赠方命名为

“爱心使者”，把受助学生命名为“爱心接力员”，鼓
励受助学生在参加工作后积极回报社会。南阳团
市委希望办还开展捐岗助学活动，跟踪服务在校困
难学生。2007 年以来，在实施“青年学生创业工程”
中，南阳团市委创新开展了“捐岗助学”活动，呼吁
全市各企事业单位在寒暑假和节日期间，为广大贫
困学子提供勤工助学岗位，让他们通过劳动在获得
一定报酬缓解生活压力的同时，丰富自己的社会实
践。几年来，团市委先后协调岗位 2000 余个，帮助
困难学生 3000 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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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接力员”
把希望传递

卧龙区

网格化管理
打造“幸福社区”

南阳市骨科医院

将为300名优秀教师
免费提供红外检查

工商银行南阳分行

做保障客户资金安全的
贴身护卫

唐河68岁老汉30万字书写抗日英雄

卧龙农信社：让每个农民都享受助农服务

本报讯（南 阳 观 察 记 者 李 铮）
“1945 年 8 月 19 日在南阳西峡举行的
战地受降，足以证明‘南阳会战’是抗
战 22 次会战之‘最后一战’。”

9 月 7 日，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原
副会长秦俊说，《南阳会战——中国对
日最后一战》一书通过国家有关部门
审核，不日将与读者见面。

《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
战》一书共 15 万字，由著名作家秦俊历
时一年编纂完成，该书选题日前由人
民出版社上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完成审核后，经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
军事科学院有关机构通过复核。相关
专家认为，该书根据抗战期间中日出
版物资料、作战详报及当事人口述回

忆等史料，生动展示了会战的详细进
程和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军的波澜壮
阔的历史场景，表现了中国军民不怕
牺 牲 奋 勇 杀 敌 的 坚 强 决 心 和 民 族
情 怀 。

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陶克少将认
为，南阳会战的意义在于，由中共地下
党员和抗日组织积极配合正面战场，
使会战最终走向胜利，昭示着中国共
产党提出的全民抗战是一个促进民族
团结走向民族解放的伟大战略。

业内相关人士认为，值此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南阳作为抗战最后会战
发生地，重提旧事，为伟大民族著信
史，为家国英雄树正名。

★歼敌豆腐店★

■信息速递

南阳会战为中日最后一战

一 名 群 众 在 助
农取款服务点取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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