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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海涛

7月 28日，连日高温之后，有中原
水城之称的睢县，终于迎来凉爽的天气。

“乐乐，这位老爷爷就是在咱们这
里打过大胜仗的粟裕将军。”在恒山湖
畔的睢杞战役纪念馆，69岁的陈国伟
仰望着粟裕大将的汉白玉雕像，告诉
自己5岁的孙子。

睢杞战役，是开封战役之后，于
1948年6月27日至7月6日在睢县、杞
县之间，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发生
的又一场激战，与开封战役合称豫东战
役。这场历时10天的战役，是粟裕指
挥的20万华东野战军与25万国民党
军队的作战，以我军歼灭国民党军队5
万余人，并生俘兵团司令区寿年和整编
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而胜利结束。

战役期间，中共睢县县委、县民主
政府动员全民支前。纪念馆讲解员陈晨
告诉记者：“当时共出动民工5760人，大
车200多辆，担架1440余副，仅供应华
东野战军各部的粮食就有51万多斤。”

“我们村临近战区，家家户户都卸
下门板、床板当担架支援解放军，男人
抬担架，妇女护理伤员。”董店乡刘老

庄村 92岁的刘玉珍老人当年曾参加
过支前，谈起睢杞战役，这位有着 60
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依然清晰地记
得当时的情形。

睢杞战役更是深深地铭刻在粟裕
的记忆里。他曾在回忆录里写道：“这
次战役……是我亲身经历的最复杂、最
剧烈、最艰苦的战役之一。”此战之后，
在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队完全失去了对
解放军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粟裕
去世后，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了睢杞战
役纪念馆，同他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

激烈的战争已融入岁月的年轮，
但英雄的光芒依然无比璀璨，烈士们
在前仆后继中铸成的精神丰碑，激励
着后人砥砺前行。昔日的战场，如今
已成为生产繁忙的产业集聚区。“中原
水城”、中原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原
运动旅游休闲中心，一张张亮丽的名
片让睢县蜚声中外。

“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32673户、98462人，脱贫任务
还十分艰巨，但只要发扬先烈们攻坚
克难、勇往直前的冲锋精神，就一定能
打赢脱贫攻坚战。”睢县县委书记吴海
燕信心满怀。③6

“中原水城”的冲锋号角
——访睢杞战役纪念馆

□本报记者 刘一宁

7月28日，记者走进新县县城首
府路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纪念馆，身
穿红军军服的讲解员孙丽讲述了战
火硝烟的年代，革命老区大别山 28
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历史。

这所具有豫南特色的清末民居，
背后深藏着一段血与火的历史故
事。“1931年 11月 7日，红四方面军
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鼎盛时期红
四方面军发展到4.5万余人，是中国
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新县史志
研究室主任游振华告诉记者，徐向前
就曾住在这里指挥作战。

1931年 11月至1932年 6月，成
立仅几个月的红四方面军连续发动了
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
历时43天，红四方面军运用“围城打
援”战术，取得了黄安战役的胜利。为
了纪念这次胜利，黄安改名为红安。
在商潢战役中，红四方面军给予蒋介
石嫡系部队第二师毁灭性打击。此
后，在苏家埠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开创

了大兵团作战的先例。在潢光战役
中，红四方面军用5天时间歼灭敌军8
个团。四大战役，红四方面军共歼敌6
万余人，使鄂东、皖西、豫南三块根据
地连成一片，开创了鄂豫皖革命根据
地的极盛局面。

红四方面军受到了大别山人民的
拥护和爱戴，人民群众成了部队最坚
强的后援团。曾担任红四方面军军需
处处长的吴先恩将军回忆道：“红军用
最小的后勤，支撑了最艰苦的战争。”

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老区人民
用忠诚坚守，树起了一面“坚守信念、
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的旗
帜。如今，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这面
精神旗帜依然在高高飘扬。

“新县是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扶
贫攻坚重点县，这里不仅山清水秀，
而且拥有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新
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伟说，近年
来，新县用活当地特色资源，打造精
品旅游路线，优化红色旅游体系，推
进绿色循环发展，使老区人民在脱贫
道路上走得更快更稳。③6

大别山区的“精神遗产”
——访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纪念馆

□本报记者 孙欣

盛夏的巩义新中镇天蓝水清，绿
树成荫。72年前，这里却是出一幅
截然不同的画面。

炮火、硝烟、激战……1945 年，
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在此打响
了琉璃庙沟伏击战，共歼灭伪军
1000多人、日军170多人。

琉璃庙沟伏击战是豫西抗日战
争的一个缩影。7月28日，记者一行
满怀敬意来到位于巩义市新中镇的
豫西抗日纪念馆，寻访当年八路军将
士英勇不屈的抗战历程。

“豫西抗日纪念馆设在柏茂庄园
内，是因为这里曾是豫西抗日行政公
署和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老三
团团部驻扎地。”豫西抗日纪念馆工作
人员王海燕说，庄园的主人名叫张诰，
曾是当地的保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
积极出钱出力出物帮助八路军。

在王海燕的解说声中，记者的思
绪飞回到那炮火纷飞的战争岁月，眼

前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抗战画卷。
1944年4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节节胜利，日本军国主义为挽救危局，
发动了旨在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
线的豫湘桂战役。以皮定均为司令
员、徐子荣为政委的八路军豫西抗日
先遣支队挺进豫西，开辟新的抗日根
据地。皮定均率部驰骋豫西大地，先
后作战139次，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又配合其他5个支队，在豫西建立了
26个抗日县政权，出色地完成了开辟
豫西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使命。

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记录了
豫西儿女奋勇抗战的历史。新中镇88
岁的张纯和老人告诉记者：“当年村民
们纷纷投入抗战，我参加了儿童团，站
岗、放哨，给山上的八路军送信。”

硝烟已散，精神永存。近年来，
新中镇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和生态
优势，发展绿色经济，全镇面貌日新
月异。该镇党委书记李继锋说：“伟
大的抗战精神，是激励我们克服一切
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动力。”③5

燃遍豫西的抗日烽火
——访豫西抗日纪念馆

□本报记者 王绿扬

确山县城向西 30公里，在伏牛
山、桐柏山余脉交错的小盆地上，被誉
为“小延安”的革命根据地——竹沟镇
就坐落在这里。抗战时期，这里是中
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河南省委所在
地，也是新四军二、四、五师的发源地。

7月28日上午，在竹沟革命纪念
馆，记者遇到前来参观学习的驻马店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一
行8人，党支部成员付显东说：“我不
是第一次来这里学习了，但每次来都
会被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所感动。”

“乌云之中见青天，竹沟就是小
延安，一声号令震破天，千军万马上
前线。”抗战时期，竹沟在中原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1939年1月，中共中
央中原局在这里诞生。在中原局的
领导下，竹沟承担着向中原各地输送
干部、物资经费的重任，起着交通联
络枢纽的作用，成为辐射鄂豫皖苏的
革命根据地。竹沟与陕北延安遥相
呼应，如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指引

着无数英雄儿女不断向前。
1939年11月11日，竹沟遭到国

民党重兵突袭，新四军干部、战士、伤
病员、家属以及当地革命群众200余
人英勇牺牲。这次“竹沟惨案”也是国
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奏。然而，
不屈不挠的竹沟人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顽强斗争，直到取得最终的胜利。

如今，竹沟镇围绕“保护一个老
区、改造一个旧区、建设一个新区”的
发展目标，对传统的老区进行保护性
开发，使街道、建筑、景点的布局与红
色旅游相吻合，体现了历史风貌和人
文价值，实现了景城融合。2016年，
竹沟镇被住建部评为全国首批 127
个特色小镇之一。

“抗战初期，竹沟之所以成为中
共中央中原局、中共河南省委所在
地，靠的是坚实的群众基础，靠的是
老一辈革命家重民、爱民的情怀。”确
山县党史研究室主任罗平均说，“直
到今天，竹沟人仍然保留着敬军人、
颂英雄的优良传统，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传承着革命精神。”③5

中原抗战的“红色摇篮”
——访竹沟革命纪念馆

□本报记者 高超

7月27日，骄阳似火。永城陈官
庄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田熠旻
像往常一样，在镜子前整理好仪容和
扩音器，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948年11月，一场关乎中国前
途命运的大决战打响，这就是著名的
淮海战役。一个位于永城市东北部
的普通村庄，因经历了淮海战役第三
阶段的战火而载入史册。”在纪念馆序
厅，田熠旻对前来参观的游客介绍说。

展台上，一辆小推车仿佛在诉说
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最后一
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
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
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当年，
老百姓正是唱着这样的歌谣，推着小
推车冲向战场。

纪念馆党委书记张伟介绍，陈官
庄地区歼灭战是淮海战役中继碾庄、

双堆集歼灭战之后，对杜聿明集团进
行的最后决战，是整个战役中持续时
间最长、消灭国民党军最多、胜利成
果最大的一个阶段。

硝烟早已散去，昔日的战场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陈官庄，
平整的水泥路四通八达，道路两侧绿
树成荫，一盏盏太阳能路灯新颖别
致，围绕红色遗迹开发的旅游项目正
有序推进……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
小车推出来的。如今，‘小车精神’正
为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着不竭
的精神动力。”陈官庄乡党委书记洪
志伟说，截至目前，该乡脱贫攻坚工
作已取得明显成效，171户贫困户已
有 48户稳定脱贫，其余贫困户的收
入也稳定增加。下一步，他们将立足
红色历史文化，传承当年淮海战场上
勇往直前的“小车精神”，把陈官庄打
造成豫东的“红色名片”。③5

历久弥新的“小车精神”
——访陈官庄淮海战役纪念馆

90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从此，在神州大地上，这支

人民的军队，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赢得了民族的

独立、人民的解放。河南是革命老区建立较早较多的省

份之一。在艰苦、曲折、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中原儿

女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在建军90周年到来之

际，我们派出记者寻访我省最具代表性的 5个红色遗

迹，实地采访知情人与当地群众、党政领导，回顾当年红

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展现

河南人民齐心协力脱贫攻坚，在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

更加出彩道路上所做的不懈努力。③6

竹沟革命烈士陵园

陈官庄淮海战役纪念馆

睢杞战役纪念碑

豫西抗日纪念馆

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

硝烟散尽 记忆永恒
——寻访人民军队的中原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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