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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中原“红色地图” 6

英魂感天地 浩气贯长虹
——探访北伐名将蒋先云烈士牺牲地临颍

坚如磐石的信仰信念

千亩湖畔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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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蒋先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

党员、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和最具影响

力的军事将领之一。1921年 10月，

他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二次北伐期间规模最大、双方投入

兵力最多、伤亡最惨重的临颍战役

中，作为国民革命军第 11军 26师 77

团团长兼党代表的他，身先士卒，浴

血奋战，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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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海方

在临颍县城关街道办事处三里头村北、
黄龙渠南岸，一座10多米高的纪念碑巍然矗
立。碑体正面镌刻着“蒋先云烈士英雄碑”
八个镏金大字，侧面刻写着烈士的生平事
迹。碑座和碑顶上，两颗红色五角星熠熠生
辉，映衬得纪念碑格外庄严肃穆。这便是著
名北伐将领蒋先云烈士的牺牲地。

“前年是蒋先云烈士牺牲 90周年，为表
纪念，村党总支、村委会和县老促会一道修
建了这座纪念碑。”7月 14日，三里头村党总
支书记符国亭说。

蒋先云，1902年出生在湖南新田县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 5月 28日，年仅 25
岁的他在攻克临颍城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牺
牲地就在今天的三里头村北。

“蒋先云虽然不是临颍人，但临颍人对蒋
先云都非常敬重。尤其是我们村，村民们对
蒋先云的事迹大都能讲上一二。”符国亭说。

看着关于蒋先云烈士生平事迹的介绍，
人们无不感叹他的英勇顽强，惋惜他的英年早
逝。蒋先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著名
工人运动领袖和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将领之
一。1921年10月，他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在二次北伐期间规模最大、双方投入
兵力最多、伤亡最惨重的临颍战役中，作为国

民革命军第11军26师 77团团长兼党代表的
他，身先士卒，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正是在蒋
先云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感召下，全团官兵
前仆后继，勇猛冲锋，一举摧毁了敌人炮兵阵
地，攻克了临颍，赢得了这场以少胜多的战
役。由此，奉军主力丧失殆尽，败退河北。

三里头村委委员李晓娜说，村民对蒋先
云烈士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有才，系“黄
埔三杰”之一；二是勇敢，在临颍战役中“三
仆三起”，奋勇杀敌；三是入党早、信念坚，是
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2017年，在蒋先云牺牲90周年之际，三
里头村决定为烈士修建纪念碑。“村‘两委’精
心组织，村民和社会各界都踊跃捐款，县老促

会更是大力帮助。随后，我们专门定制了石
碑，刻制了碑文，并于 2017年底将英雄碑安
放在黄龙渠旁烈士的牺牲地附近，举行了隆
重的祭奠安放仪式，引导大家感恩先烈，珍爱
和平，坚定信念，努力奋斗。”符国亭说。

三里头村有3500多口人、11个党支部、
105名党员。这几年，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村西新建的湖东路贯通南北，村北的黄
龙渠由污水沟变为中水回用景观带，城乡融
合不断加快，三里头村迎来了快步发展。“全
村党员干部和广大村民都以蒋先云烈士为榜
样，村里的不少工作都走在前列。”符国亭说，
就在前不久，村党总支还专门举办了庆“七
一”党员学习交流会，激励大家向蒋先云学

习，弘扬好革命精神，传承好红色基因，把村
子建设得更加美好，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蒋先云烈士英雄碑所在的地方被命名
为“先云广场”，虽然面积不大，但已成为临
颍县各界人士特别是三里头及周边村民缅
怀英烈的地方。每逢清明、国庆等节日，前
来瞻仰祭拜的人更多。临颍县委宣传部负
责人介绍，临颍县把红色文化作为加强党性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定期组织
人们到蒋先云烈士英雄碑等红色教育基地
接受灵魂洗礼，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如今，颍川大地处处生机勃
勃，临颍人民凝心聚力、砥砺奋进，这当是对
英烈的最好纪念。③5

□本报记者 郭海方

“刚参加工作时，我就知道蒋先云这个名
字，后来我到老促会工作，详细了解了他的事
迹，才发现他真的很了不起。”7月 14日，年
逾七旬的临颍县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何
献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拿着一本正在编写的《临颍县革命老区
发展史》初稿，何献坤告诉记者，他们正准备
把蒋先云的事迹纳入这本书的“红色记忆”章
节。他说：“蒋先云入党早、学历高、业绩显、
信念坚，是大无畏的大英雄。”

临颍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临颍战役也
成为二次北伐中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的战
役。在这场战役中，为摧毁奉军设在临颍城
东北辛庄一带的重炮阵地，蒋先云率团急行
军向辛庄包抄。他先是左腿中弹，栽倒在
地。但他不顾伤痛，骑上白马继续驰骋战场
指挥战斗，一颗炮弹在蒋先云身边爆炸，他身
负重伤，连人带马扑倒在地，但仍坚持浴血奋
战，指挥部队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再次形成进

攻高潮。在快要冲入敌阵时，蒋先云不幸被
一发炮弹击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是什么激励着蒋先云三仆三起、奋勇冲
杀？何献坤认为，是他对共产主义坚如磐石
的信仰。

自从接触到李立三、夏明翰、周恩来、毛
泽东、邓中夏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他们那里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蒋先云就坚定不
移地跟着共产党。他第一个当着蒋介石的面
公开表示永远做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威逼
利诱，他大义凛然发出“头可断，而共产党籍
不可牺牲”的铮铮誓言；“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后，蒋先云更倡议成立黄埔学生反蒋委员
会，通电全国。“蒋先云在任何情况下都对自
己的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其革命立场之坚定、
爱憎之分明、心怀之坦荡，非一般人能做到。”
何献坤说。

继承先烈遗志，锤炼坚强党性。上世纪
80年代以来，临颍县采取多种方式纪念包括
蒋先云在内的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临
颍县烈士陵园在烈士纪念馆显著位置展示

“北伐著名将领蒋先云”的有关内容。1984
年的《临颍文史资料》、1996 年的《临颍县
志》、1999 年《中共临颍党史人物传奇》、
2010 年临颍县老促会的《革命老区知识读
本》等都记载了北伐临颍战役和蒋先云的事
迹。2012年和 2017年，临颍有关方面领导
还到蒋先云的家乡湖南新田考察学习，参加
烈士诞辰110周年和牺牲90周年纪念活动，
临颍县和新田县也结为友好县……

“蒋先云烈士虽不是临颍人，但在临颍
县，不少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和事迹。每到清
明节和国庆节，前来缅怀的人络绎不绝，以表
达对这位湖南籍烈士的敬意。”临颍县烈士陵
园管理处主任张双梅说。

在张双梅看来，今天的幸福生活，凝结了
包括蒋先云在内的众多革命烈士的无私奉
献。“眼下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对共产党员来说，首先就是要解决信
仰问题。”张双梅说，“蒋先云的事迹，激励着
我们去做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做一个有益
于人民的人。”③8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韩静

7月 14日早晨，在距离蒋先云烈士牺牲
地不远的临颍县黄龙湿地公园里，琅琅读书
声传来，一大群孩子在几名志愿者老师带领
下正在诵读诗词。这里是“中华文化润临颍”
暑期公益晨读活动的一个地点。沐浴着晨
风，拥抱着朝阳，依偎着湖水，一个个亲近经
典的孩子成为夏日临颍最美的风景。

其实，这个如今水清河畅、花木繁盛，被
俗称为“千亩湖”的湿地公园，几年前还是个
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废旧窑坑。

变化来自临颍县近年来的文明城市创建
和城建提质工程。为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临
颍县巧借南水北调水源，建成了占地 2500
亩、库容 60万立方米的黄龙湿地保护区；另
一方面，对 2座污水处理厂的中水进行提标
改造，并打造出 30公里生态景观带，形成了

“两河六湖一湿地”生态水系。同时，临颍县
对城区57公里道路进行了高标准绿化，建成
5300亩生态林带，在城郊建成了占地 1万多
亩的颍南、颍北两个森林公园，并沿过境道路
打造了 8万多亩花卉苗木产业带。一个“人
在画中游”“城水相依，人水相亲”的文明生态
新城展现在世人面前。

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城市治理水平
的提升，临颍县的美誉度和吸引力越来越强，

产业不断集聚发展。据该县相关负责人介
绍，按照“一体两翼、三区联动、晋位升级”发
展思路，临颍县规划建设了 23.72 平方公里
产业集聚区、9.9 平方公里现代家居园区和
9.8平方公里现代物流园区，构筑了 40多平
方公里的工业发展载体，形成了休闲食品、装
备制造、现代家居三大百亿主导产业，成为全
省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两个省级产业集聚区
和一个省级服务业专业园区的县区。

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吸引了包括周
边县区在内的大批农村人口向临颍城区转
移，临颍县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近年来，临

颍县城镇化率提高近20个百分点，城市规划面
积拓展到4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达29平方
公里，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们的幸福感、获得
感和精气神得到极大提高。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如今，烈士纪念碑
前，700多年树龄的古柏依然郁郁葱葱。“临颍
是有着像蒋先云烈士这样红色基因的革命老
区。今天的幸福生活，首先得益于革命前辈浴
血奋战创造的和平环境。”临颍县委书记陈红
阳说，我们今天纪念蒋先云等革命烈士，就是
要像他们那样，把对理想信念的坚信与坚守，
转化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③9

□本报记者 王绿扬

钢铁工业，国之脊梁。
太行东麓，洹河南岸，一座现代化钢城坐落

在古都安阳的怀抱。这就是我省最大的钢铁联
合企业——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安钢”）。

“今年是安钢建厂61年，我也在这里工作、生
活了61年。”7月 12日上午，在安钢离退休职工活
动中心，记者见到了 85岁的刘光复，一位把大半
生奉献给安钢的原副总机械师。

1958年 10月，24岁的刘光复和爱人一起来
到安钢，成为安钢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中的一员。
采访中，他将安钢的故事娓娓道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发展急需钢铁。1957年，
冶金部规划制定了“三大五中十八小”钢铁工业
战略部署，被人们戏称为“三皇五帝十八罗汉”，
而安阳钢铁厂就是“十八罗汉”之一。

1958年 8月 10日，安钢 1号 255立方米高炉
在安阳西郊奠基，我省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诞生。

“创业之初，来自天南海北的万余名建设者
走泥泞路、点煤油灯、喝洹河水，为建设安钢不舍
昼夜地共同努力着。尽管当年的生产、生活条件
非常艰苦，但大家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结束了
河南‘少铁无钢’的历史。”刘光复说。

然而，安钢投产后出现严重亏损，1960年 10
月被迫停建，进入长达 3年的精简调整期，直到
1963年 11月才恢复重建。1964年，安钢首次实
现扭亏为盈，1966 年又创下了全员劳动生产率
11081元的纪录，远远高于当时国内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后，安钢步入发展快车道。1980
年，安钢向省委、省政府主动请缨，立下“军令
状”，在全省工业企业中率先实行了承包经营，走
上了良性发展的求强之路。从此，敢想敢干、敢
闯敢试、锐意改革成为安钢的代名词。1989年，
安钢在全国地方钢铁企业中产能率先突破100万
吨大关，当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

时间印证了安钢改革发展的决心：历经一甲
子的岁月洗礼，安钢深化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
敢啃硬骨头、勇蹚深水区，国企改革使安钢焕发
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安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走出了一条具有安钢特色的绿
色、减量、集约发展的路子。绿色转型成为安钢
发展的新航标。2014年，安钢把环保作为“第二
场生存保卫战”，投入 8 亿元，实施环保治理 26
项，使主体环保设备全部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2017年 3月，投入30多亿元，实施原料场封闭、烧
结烟气和焦炉烟气治理等一系列环保提升项目；
2018年，加快推进园林化工厂建设，把安钢建成
城市钢厂绿色发展的典范。

如今的安钢，意气风发，再次创造了骄人业绩：
2018年，安钢全年实现销售收入512亿元，实现利
税44亿元，利润24亿元，销售收入、利税、利润均创
历史最好水平；全年直供直销比例突破60%，重点
品种销量达到275.7万吨，研发新产品58个。

“钢铁报国的志向烙印在每个安钢人心中，
也是安钢人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安钢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李利剑表示，新一代安钢人将秉
承这种志向，推动安钢实现新发展、展现新作为、
奋进新时代，以强大的实力和卓越的业绩报效国
家、奉献社会。③5

安钢集团：

挺起中原钢铁脊梁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本报记者 杨凌 本报通讯员 王君杰 赵青梅

红色七月，旗帜飘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正在深入展开。

7月 17日上午，中牟县郑庵镇大庄村党支部
“党员活动日”正在进行。讲台上，70岁的老党员
李振玉正在给大家上党课。“党教育我们要为群众
做实事，我虽然身体不太好，但思想不能落伍，也
要力所能及作些贡献……”

脱贫攻坚、蓝天保卫战、人居环境整治等党和
政府的中心工作，一桩桩，一件件，李振玉娓娓道
来。“虽然行动不便，但他时常和大家分享自己的
学习心得，是乡亲们心目中的‘时事宣讲员’。”青
年党员吉永强告诉记者。

2014年突发脑溢血后，李振玉身体状况大不
如前，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学习党的新理论、新
政策。每一次党组织活动，他都让老伴用三轮车
送他去参加。出门前，李振玉都要端端正正戴好
党员徽章：“这面红色旗帜让我心里充满了自豪！”

“李振玉作为一名老党员，虽然行动不便，但
心里还想着为村里服务，这种精神很可贵。”课堂
上，入党 3年的党员王虎昌被李振玉的精神深深
打动，“现在俺村正在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我作为
党员更要发挥先锋作用，勇于亮身份、作表率，为
村容村貌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好生活是撸起袖子干出来的，我们都要学习
李振玉，在脱贫攻坚战中奋起实干，不能落后。”课
堂上，大庄村几位党员讨论得十分热烈。

党龄27年，已在大庄村担任多年“两委”干部
的郑书昌说，党支部是村里的核心，党员、村组干
部是村里的骨干，基层工作开展得好坏，与党组织
的引领作用密不可分，“作为党员就是要率先垂范
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部署，起到带头示范作用，李
振玉就做得很好。”

“我虽然行动不方便，但能参加党员活动，帮
助群众了解党的政策方针，是我最大的光荣。”李
振玉说。③5

临颍县师生缅怀革命英烈蒋先云

临颍县黄龙湿地公园

身残志坚的“时事宣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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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多年前，蒋先云在临颍浴血
奋战，一棵古柏见证了英雄的赤胆忠
心；如今，烈士纪念碑前，700多年树
龄的古柏依然郁郁葱葱。本报记者
郭海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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