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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镇平县的彭雪枫纪念馆。⑨1

焦裕禄纪念馆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家园。⑨1

人们在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感受红色教育。⑨1

6月27日，驻马店市公安局组织新党员到杨靖宇
将军纪念馆举行入党宣誓仪式。⑨1 张华 摄

中建七局党员干部代表到鄂豫皖分局旧址参观学习。⑨1

郑州二七纪念馆

团结奋进的精神灯塔
□本报记者 徐建勋 通讯员 曹磊

“来郑州不看看二七塔，不算来过郑
州。”家住郑州市管城区的张宪礼说起二
七塔，可谓情真意切。二七塔是郑州市二
七纪念馆建筑群中最重要的部分。多年
来，二七塔、二七纪念馆已成为郑州团结
奋进的精神灯塔。

二七纪念馆包括联体双塔二七塔，坐落
在郑州市区中心的二七广场，是为纪念1923
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牺牲的烈士、发扬京
汉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精神，于1971年在二
七广场木质塔原址动工重建的。

6 月 27 日，记者来到郑州市二七广
场。碧空下的二七塔，显得格外庄严。参
观者王怀心在了解了郑州铁路分工会委
员长高斌的事迹后，动情地说：“他先后遭
遇绑架、戴上脚镣游行示众、扒光上衣吊

在车站电线杆上冻饿折磨10多个小时，但
仍然坚持‘ 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复
工’。他身上展现出来的不怕牺牲、服从
组织命令的革命者精神，让人钦佩。”

作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郑州二七
纪念馆，是我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据郑州二七纪念馆副馆长邓学青介绍，每逢节
假日，前来参观缅怀的游客多达上万人。

京汉铁路大罢工已经过去90多年，但在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仝华教授看
来，京汉铁路大罢工过程中工人表现出来的
团结奋斗、遇挫不馁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对当
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
洁性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火红的岁月在历史的熔炉中铸造成
一座灯塔。二七英烈的光辉形象及二七
斗争的革命精神必将继续激励一代又一
代建设者团结拼搏，勇往直前。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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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英烈 薪火相传

学

□本报记者 曾昭阳

“悲歌唤起国魂壮，浩气如虹荡敌顽。”
近日再次读到李葆国诗词《缅怀杨靖宇将
军》，顿感热血涌动，心潮难平。6月28日，
记者专程赶往位于驻马店市区南6公里的
杨靖宇将军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将
军戎马一生的烽火岁月。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著名抗日民族英
雄，1932年，受党中央委派到东北组织抗日
联军，历任抗日联军总指挥、政委等职。杨
靖宇率领东北军民与日寇血战于白山黑水
之间，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最后关头，他
孤身一人与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直至壮烈
牺牲，年仅35岁。日寇割下他的头颅，并剖
腹检查，发现他的胃里全是草根、树皮和棉
絮……

“陈列厅共展出图片 400 余幅，文物

120余件，从将军出生到为国捐躯，真实生
动地记录了杨靖宇将军辉煌壮丽的一
生。”纪念馆馆长张杰介绍说：“自纪念馆
开放以来，前来参观的各界团体和个人络
绎不绝，年平均接待参观团体达数百个、
参观人数 30 余万人，充分发挥了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巨大作用。”

英雄的感召力是无穷的，很多人坦言，
参观后心灵受到了巨大洗礼。一位党员这
样写道：“纵观将军一生，反思对比自己，我
们的家国情怀如今怎样？和平年代里，我
们是否会迷失方向，忘记最初的梦想？困
难面前，我们是否会畏缩不前，轻易放弃追
求的目标？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作为一名党员，唯有像杨靖宇
将军那样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将个人奋斗
融入党的事业之中，人生才能放射出耀眼
光彩！”③6

杨靖宇将军纪念馆

浩气长存励后人

□本报记者 孙勇 本报通讯员 史洪涛

洛阳市老城区南关贴廓巷，有一座古
朴典雅的清代院落。抗战期间，与西安、武
汉、重庆等八路军办事处齐名的八路军驻
洛办事处设立于此，成为党开展统战工作
的前沿阵地，连通延安与华北、华中抗日根
据地的重要交通枢纽。朱德、刘少奇、彭德
怀等领导同志曾亲临办事处指导和部署工
作。刘少奇曾三次来此，并在这里撰写了
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七一”前夕，洛阳市各界群众和基层
党组织的党员纷纷来到八路军驻洛办事处
纪念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铭记历史，缅
怀先烈，重温入党誓词。

不忘初心，传承精神。6月24日，来自
洛阳市老城区委宣传部的全体党员，肃立
在鲜艳的党旗前，重温了令人热血沸腾的

入党誓词，并共同上了一堂特殊的党课 。
洛阳中电置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企

业，现有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30多名。公
司党总支副书记聂殿军带领他们来到八路
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感受红色教育。聂
殿军说，党员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让党的旗帜高高飘扬。

宗旨不变，本色不改。来自市区洛浦
办事处的基层党员,来到八路军驻洛办事
处纪念馆参观学习。洛浦办事处党工委书
记朱雁民表示，老一辈共产党人为我们树
立了榜样，作为基层党员，我们要做群众的
贴心人，用优质细致的服务让群众满意。

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现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已接待国内外观众 300 多万人次，有
100多个学校、企事业单位在此设立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③5

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

统战前哨 红色枢纽

□本报记者 童浩麟

在豫东大地一个叫兰考县的地方，那
里埋着一位县委书记的榜样、人民群众的
贴心人，他的名字叫焦裕禄。

焦裕禄纪念馆建于1994年，22年来，
参观者络绎不绝，已成为全国党员干部和
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近3年时间，焦裕禄
纪念馆共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参观的干部群
众630万余人次。

“ 每 年 的 6—8 月 份 是 参 观 的 高 峰
期。”焦裕禄纪念园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
吕昊青说，“近一段时间，这里纪念园的10
名讲解员根本忙不过来。我这个编外‘讲
解员’明天也要上阵了。”

“多年来，焦裕禄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焦

裕禄精神时刻激励着全党、全国广大党员
干部。”焦裕禄纪念园管理处副主任董亚
娜说，“焦裕禄这种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
有自己的精神，诠释了如何做一名合格共
产党员的深刻内涵。”

6月26日，在展览大厅，记者见到了来
自唐河县的王金朗、王随军父子。已是67
岁的王金朗望着焦裕禄同志当年坐过的那
把被胳膊肘顶破的藤椅久久不忍离去。“焦
裕禄书记那种为民情怀永远是我党精神传
承的宝贵财富。”王金朗说。

“为准备讲解，我一次次走遍了展厅的角
角落落，每次看到焦裕禄书记生前留下的实
物，精神都会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震撼。”吕昊
青说，“能在‘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
一的焦裕禄纪念馆工作，把焦裕禄精神传播给
每一位参观者，既无上光荣又义不容辞。”③4

焦裕禄纪念馆

泡桐树下的精神家园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陈新生

“各位领导，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共中
央鄂豫皖分局旧址参观……”6月 27日 10
时许，讲解员余晓露和同事们一起，刚送走
几批参观团，又迎来了从郑州赶来的中建
七局的53名基层党员干部代表。

“随着‘七一’临近，来参观的人越来越
多。”余晓露告诉记者，“上个双休日，我们6
个讲解员午饭都没顾上吃，共讲解了45场
次，接待参观人员近3万人。”

1931年 2月，王树声率红军攻克大别
山下的小镇新集（现新县县城）。5月，鄂豫
皖分局和军事委员会在这里成立。同年11
月，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随后连
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战役的胜
利，粉碎了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苏区
政权建设、经济文化建设和土地革命运动也
广泛开展，创造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极盛局

面，苏区政府一度控制周边26个县。1932
年夏，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9月，新集
沦陷，鄂豫皖分局机关随红四方面军撤离。

1979年，新县对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
旧址、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鄂豫皖省工农
民主政府旧址、鄂豫皖省政治保卫局旧址、
鄂豫皖省税务总局旧址、鄂豫皖军委航空
局旧址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全
面维修，建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首府旧址
纪念馆。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2015年接待人数首度突破30万人次。

中建七局安装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王
云鹏参观后感慨地说：“大别山人民坚持28年
红旗不倒的革命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有‘坚守
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的‘大别
山精神’，任何时候、任何困难都不怕。”

送走参观团，余晓露告诉记者：“看到越
来越多的人来这里参观，我们再苦再累也值
得！因为我们的讲解，会使越来越多的人了
解革命历史，继承和弘扬大别山精神。”③5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

继承和弘扬大别山精神

彭雪枫纪念馆

秉将军遗志 建美好家园
□本报记者 李铮 本报通讯员 李文超

6月 24日，桐柏县检察院的检察官程
建等一行43人，来到南阳市镇平县彭雪枫
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言。
当天，与他们同时抵达的，还有南水北调
精神教育基地的51人团队，他们在纪念馆
瞻仰彭雪枫戎马生涯的英雄事迹，汲取精
神力量。

彭雪枫将军，1907年 9月 9日出生于
镇平县七里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爱国
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加入革命队伍，迅速
成长为工农红军的优秀将领。在抗日战场
上，他开拓豫皖苏边新局面，创办《拂晓
报》，领导游击战。皖南事变后，他奉命改
编新四军第四师，任师长兼政委。1944年

9月上旬，彭雪枫率部收复豫苏区八县，在
攻打夏邑县八里庄的战斗中，不幸中流弹
牺牲，时年37岁。彭雪枫是抗日战争中新
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被毛泽东、朱德
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

在彭雪枫的故乡镇平，人民群众以“将军
故里”为荣。镇平县除了彭雪枫纪念馆外，还
有“彭雪枫故居”、“将军路”、“雪枫中学”
等。每年的“清明”、“七一”、“八一”等节日，
许多单位纷纷在革命教育基地举行入党、入
团、入队宣誓仪式等活动，或开展青少年夏令
营活动或军民、警民共建等活动。

在彭雪枫将军精神的感召下，如今的
镇平，正以“诚信、实干、创新、担当”精神，
为建设“实力镇平、美丽镇平、幸福镇平”而
奋斗。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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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漯河市
源汇区纪委组织全区
纪检监察党员干部来
到该市见证抗战胜利
的“受降亭”和中州抗
战胜利纪念馆，开展
“缅怀革命先烈、重温
入党誓词”活动。参加
活动的党员干部表示，
要缅怀革命先烈的光
辉业绩，继承和发扬革
命传统，牢记职责使
命，更好地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⑨1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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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小游客在二七纪念馆参观。⑨1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