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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中原“红色地图” 8

长征先锋队 从此踏征程
——探访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罗山县何家冲纪念园

1934年11月14日，开完花山寨

会议的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

在何家冲集结。经过休整，于 16日

晚，全军 2900余人从这里出发，西

进北上，跨过平汉铁路，血战独树

镇，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出伏牛，

进陕南，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本报记者 陈小平

北起焦作月山，沿太行山南麓，跨黄河、穿南
阳盆地，越长江，至湖北枝城（现湖北省宜都市），
这条 80万人仅用 8个月就建成的 800多公里长
的铁路，就是鼎鼎有名的焦枝铁路。

7月19日，记者走进焦作铁路陈列馆，通过一
幅幅珍贵的老照片、一段段昂扬的文字，真切感受到
当时筑路条件的艰苦，以及焦枝铁路大会战中人们
展现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豪情。

上世纪 60年代，我国面临着非常严峻、复杂
的国际环境。1969年，为了备战的国防需要，也
为了减轻京广线的交通压力，中央决定修建焦枝
铁路。

“纵贯两省、工程浩大、地形复杂，修这样一条
铁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当时物质非
常匮乏的情况下。”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焦作车务段党委宣传助理员魏海涛介绍，为了顺
利完成建设任务，当年作为焦枝铁路大会战总指
挥的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选择了一种惊
人的方法：从河南、湖北调集 80余万名民兵，师、
团编制，由军官指挥，多点同时开工。

一时间，这场修建铁路的人民战争在豫鄂两地
全面打响。父送子，妻送夫，父子兄弟争相参战，一
心为公去修路的动人场面和感人事迹层出不穷。各
地报名人数成几倍、十几倍地超过分配指标。铁路
沿线的各村寨，也争相腾房垒灶，欢迎筑路民兵。

“没有机械设备，土方、石子基本都靠大家用
锄头挖、肩膀挑、小推车推。有的人冻烂了手脚，
有的人磨破了衣服，但却没有人讲报酬，也没有人
有一句怨言。”被称为月山车站“活字典”的月山车
站原党委书记、76岁的廉高起老人给我们讲了一
个他身边的故事：焦枝铁路大会战打响的那年冬
天，气温极低，担负修桥任务的工班班长王铭华为
了确保施工安全，自己跳进冰冷刺骨的丹河辅助
作业。即便衣服湿透了、结了冰，他也没放弃。任
务完成时，王铭华几乎被冻成“冰棍儿”，后来在北
京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才逐渐康复。

孔庆德在晚年也曾感慨，不能忘了，焦枝铁路
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民群众参加义务劳动，“连小
学生放了学都要提一篮子石头送到工地。”

凭借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焦枝铁路共
投入路基土石方7289.5万立方米，修建隧道及明峒
24座共13340米、桥梁2583座共37947.9米，铺轨
1204.63公里……1970年 7月 1日，焦枝铁路竣工
通车，为党的49岁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这条当时
的战备铁路不仅创造了多项铁路建设史上的最高纪
录，也在中国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之后，随着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1978年，焦
枝铁路向南延伸线枝柳线（枝城至广西柳州）建成
通车，将豫、鄂、湘、桂 4省（区）一线贯穿。1988
年，焦枝线与枝柳线通称焦柳线，成为我国平行于
京广线的又一条南北铁路大动脉。

如今的焦枝铁路，每天依然车来车往，是豫、
晋、陕煤炭外运的主要通道，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和国防事业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了前辈们的艰苦奋斗、甘于奉献，才有了
我国铁路事业的迅猛发展。作为年轻人，我们要
传承好这种精神，为中国铁路贡献自己的青春和
力量。”焦作车站客运员苗欣馨说。③8

焦枝铁路大会战：

缔造铁路修建史上的奇迹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李子耀
本报通讯员 陈世军

7月 16日，记者驱车从京港澳高速鸡
公山出口下来，往左一拐，便驶上通往罗
山县何家冲正在改造的乡村公路，顺着印
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字样的军旗路标的指引，穿过写着“革命
老区红军摇篮长征出发地”字样的巨大标
志性建筑“红星门”，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
地——何家冲就到了。

1934 年 11 月 14 日，开完花山寨会
议的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在何
家冲集结。经过休整，于 16 日晚，全军
2900 余人从这里出发，西进北上，跨过
平汉铁路，血战独树镇，跳出敌人的围追
堵截，出伏牛，进陕南，创建了鄂豫陕革
命根据地。

1935年 9月 15日，红二十五军历经
重重困难，孤军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
镇，次日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在红军四
支长征部队中率先到达陕北。

位于大别山豫鄂两省交界深山区的
何家冲，三面环山，峰峦叠嶂。一条清澈
的小河由东向西在村前蜿蜒流过。如今
的何家冲纪念园主要包括红二十五军军
部旧址何氏祠、长征集结出发地古银杏树
誓师广场和军部医院旧址何大湾等三部
分。

刚从停车场出来，就看见一群身着白
色衬衣、胸戴党员徽章的队伍走了过来，
上前一打听，原来他们是中国铁路武汉局
集团有限公司驻马店车务段机关的党员
干部，来此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带队的车务段党办主任陈威感
慨地说：“千辛万苦，没有红军长征苦；万
险千难，没有红军长征难。积极向先烈们
对标，我们的工作才会干得更好！”

跟着游客一起，何氏祠内，肃立倾听
红军杀敌故事；银杏树下，闭目回想红军
整装待发；红军路上，挥汗体验红军奋勇
争先……

85年前的那个冬夜，红二十五军离
开何家冲，历经艰辛，走向胜利。何氏祠
中，当年徐海东亲手栽下的柏树，如今越
发挺拔茂盛，红二十五军给何家冲留下的
宝贵财富，如这参天翠柏一样，激励着一
代代后来人顽强拼搏、奋勇前行。

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告诉记
者，1996年，何家冲跃升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05年，何家冲成为全国一百
个重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2010年，
何家冲被评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

近年来，何家冲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已成为当地助力脱贫攻坚和推动乡村振
兴的新引擎。高速路直通这里，乡村公路
越修越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何家
冲。

何家冲，当年目送红军踏上征途的革
命老区，正昂首阔步，走在齐心奔小康的
新长征路上。③6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7月16日，骄阳似火，绿荫如盖，站在当年
红二十五军将士集结出发的古银杏树下，92
岁的何家冲村原党支部书记王传伟精神矍铄。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忘了她。”
指着誓师广场内侧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群
塑墙上的一位白发苍苍、手捧粗瓷大碗为红
军送行的老大妈，王传伟老人轻缓的话语
中，依然难掩心中的激动。

当年的何大湾有一位勤劳憨厚的农家妇
女，红军战士亲切地称她“何大妈”。红军长
征出发后，她用自己柔弱的身躯，在自家后院
的山洞里，救治和供养了13名红军伤员。

在离银杏树不足百米的地方，四个并排相
连相通的四合院古朴雅致，这里是红二十五军
医院旧址。王传伟老人说，这是当年何家冲的

何氏兄弟特意腾出来给红军当医院的。
红军来到何家冲，何家冲的乡亲们自发

从家中拿出仅有的口粮，在红军碾上昼夜不
停地碾米筹粮，三天三夜不停歇，只希望在
出发前多让红军带点粮。

王传伟老人回忆，他当时还不到 7岁，
但至今仍记得当年红军战士帮乡亲们干农
活，为穷人看病，住在村里秋毫无犯的情
景。“老百姓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谁真心
对他们好，就会舍了命地跟着他、拥护他！”
王传伟老人动情地说。

从那开始，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在他心里烙下深深的印记。1952
年，王传伟入了党。“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
事，我入党时就是这样想的。”

抚今追昔，王传伟老人感慨地说：“没有
当年的红军长征，能有今天何家冲的好生活？
到啥时候咱也不能忘了红军的好啊！”③6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白墙青瓦，木扉石柱，门头上黑底金字的
匾额庄重醒目：何家冲新时代讲习所。离何
家冲纪念园仅百米之遥，自去年9月1日揭牌
开班至今，这里已经培训60余期近5000名学
员。“这里是何家冲红色教育基地的一部分，
为我们村集体经济控股公司的产业，也是大别
山干部学院的教学基地。”7月16日，坐在能够
容纳200人的讲习所会堂内，罗山县铁铺镇
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自豪地说。

在上级帮助下，他们采取“村集体控股、股
份制运作、市场化经营、公司化管理”的项目运
作和经营方式，利用省委组织部下拨的特别党
费和县里配套的专项资金，整合全镇10个村
集体经济和第一书记发展资金720万元，吸纳
社会资金700万元，注册成立了红途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对何家冲红色教育基地进行统一规
划设计、统一建设管理、统一品牌经营。

在这里，不会让学员只坐在课堂上听讲，
他们会利用何家冲丰富的红色资源，组织参

观何氏祠、誓师广场、红军医院等红色遗址。
听红军长征故事、重温入党誓词等，让前来培
训的学员，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长征精神。

让何宗伟不敢相信的是，在对口帮扶单
位信阳市纪委监委的全力推动下，今年 3月
29日，省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大别
山干部学院共同打造的何家冲学院建设工
程正式开工，致力于挖掘当地红色、生态、人
文等资源禀赋，融合红色教育、绿色发展、本
色精神和特色引领，通过红色教育带动红色
旅游、促进绿色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他们不仅要挖掘丰富的红绿资源惠及周
边群众，更要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代传承。

何家冲八一希望小学是 1996年红军长
征胜利 60周年之际，由中央军委机关援建
的。随着何家冲村倾力打造长征北上先锋
第一村、国家级红色研学旅游基地、国家级
5A景区战略布局的步步推进，原来的学校
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我们已经确定学校迁址新建，何家冲
的孩子会更加幸福，何家冲的未来也会更加
灿烂！”何宗伟自信满满地说。③8

永远记着红军的好

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何家冲新时代讲习所的学员在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宣言碑前重温入党誓词。②1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摄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李云霞 崔新娟

7月 24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
国网温县供电公司在 6月份全能型供
电所综合评价中获全省第一，上半年
公变运行异常情况同期比下降居全市
第一。5月份以来，该公司各条战线捷
报频传、亮点纷呈，电网扶贫工作吸引
了新华社总社记者到该公司采访，焦
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宫松奇为
该公司驻下石井村第一书记点赞，
连续六年荣获省市安康杯竞赛优胜单
位……“优企生态”正催发朵朵“荷
花”，在这炎炎夏日，呈现“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

美不胜收的清塘荷韵看似一夜盛
开，但却绝非是一蹴而就。长期而缓
慢的积蓄和努力，总会带来成长的加

速度，甚至迅速扩展到让人惊叹的成
绩。国网温县供电公司各项指标从寂
寂无名到全省遥遥领先，正是不断优
化企业生态，积蓄发展力量而引来的

“荷塘效应”。

清淤优企，小荷才露尖尖角

“近年来，咱们企业发生了有目共
睹的可喜变化，咱们越干越有劲了！”7
月 18日，在该公司召开的职工代表座
谈会上，代表的发言引起全场共鸣。

而在三年前，该公司却是另外一
番面貌，集体企业面临改革阵痛，各种
矛盾凸显，管理和发展难题层出不穷。

国网焦作供电公司副总会计师、
国网温县供电公司总经理曹靖带领班
子成员直面问题、猛药去疴，制定了

“重建规矩，重立秩序，重树形象，重塑
辉煌”的十六字目标和“2016 年基础

建设、2017年目标提升、2018年创先
争优”的“三年攻坚计划”。同时，以基
础管理和制度流程为主线，加快构建

“三层协同、三位一体”管理格局，采取
正向激励和逆向考核管理模式，提振
全公司人员的信心。

2018年，该公司率先建成全省首
批“全国小康用电示范县”，实现了全
县不限制业扩报装，县域电网建设超
前 30年目标，使温县电网建设再次走
在全省前列，实现了企业效益和职工
幸福指数的持续提升。

选树标杆，芙蕖开过尚盈盈

“线损高，肯定有问题，但问题出
在哪儿，光靠估计是不行的，要找准症
结，先摸清楚底子……”2019 年 7 月
15日，黄庄供电所副所长李冬加班加
点和农电人员分析情况。他充分发挥

特长，严抓细管，使该所低压线损指标
排名从年初全省排名的 1000 多名提
升到了第 1 名。而他仅仅是该公司

“青年突击队”中的一员。
2016年来，该公司先后出台55项

制度、细则，推进企业管理规范化、制
度化、程序化。明确八条红线、两条底
线，聚焦荣誉价值平台、绩效考核平
台、员工晋升平台，覆盖重点工作实
施、指标过程管控、整体目标实现等，
建立业绩考评、荣誉价值、作风形象三
类主台账以及重要敏感事项、业绩辅
助、市县一体化无缝对接、每周双例会
执行、承办上级工作等五类辅助台账，
将各项排名指标进行量化、汇总、公
示，并将其结果应用在绩效分配、评先
评优以及干部任用中。

为突破综合评价指标提升难的
瓶颈，真正给能干事者“搭台”，给会

干事者“位置”，该公司今年 1月将 10
名优秀党员、青年员工充实到营销部
综合评价专责和九个供电所副所长
的岗位，使他们成为综合评价指标提
升“青年突击队”的主力军，与此同
时，对于排名落后，指标提升困难的
供电所，结合短板指标，安排各专责
一对一帮扶，切实营造比学赶超的工
作氛围。

今年 2 月，全省供电所综合评价
排名出炉，该公司从78名跃居26名，6
月份，勇夺全省第一。

以点带面，风定池莲自在香

“经济发展电先行，如今的陈家
沟，无论是学校、家庭旅馆，还是诸如

‘一赛一节’这样的大型节会活动，用
电完全不用担心！”6月 20日，陈家沟
村党支部书记陈景元说。

从电网改造到电缆入地，从供电
“放管服”到电力扶贫，温县供电公司
对陈家沟的“管家式”贴心服务，赢得
了全村干部群众实实在在的赞誉。陈
家沟供电所位于举世闻名的太极拳发
源地陈家沟村北 2公里，多年以来一
直是公司的标杆供电所，在综合评价
指标提升方面也一直是全公司的典
范，该所的管理办法也被推广到全公
司各个供电所进行学习，通过“点线面
体”严抓细管，形成了“灼灼荷花瑞，亭
亭出水中”的盛景。

“我们要继续以‘钉钉子’的精神
开展工作，朝着让省市公司满意、让县
委县政府满意，让职工群众满意的‘三
个满意’目标进发。”2018 年 7 月 16
日，国网焦作供电公司副总会计师、国
网温县供电公司总经理曹靖在全体干
部职工大会上铿锵有力地说。

温县供电公司：“优企生态”引来“荷塘效应”

7月 20日，许昌学院医学院的专家医生在内
乡县马山口镇贫困残疾人托养中心，为托养人员
义诊，并送来了价值万余元的药品，让他们感受到
了浓浓的社会关爱。⑨6 张中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