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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

军长征中生死攸关的一战，鏖

战独树镇与血战湘江、四渡赤

水等一起，被列为长征途中八

大著名战役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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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中原“红色地图” 10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郏县“广阔天地”知青园：

将艰苦奋斗精神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当年红二十五军抵达方城县的第一
站是小史店镇林场村过山庙。7 月 31
日，记者来到过山庙，只见一座大青石做
基础、青砖到顶的两层楼房虽然历经近
百年仍基本完好，窗棂上的砖雕依然栩
栩如生。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上到二
楼，楼板上一个黝黑的小木桌映入眼帘。

“当年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开会
就在这儿。那时老百姓的日子是真穷，红
军在我们家吃的两顿饭都是红薯和杂
面。当年这个房是我们村最高的，现在你
看看，一圈都是二三层的小洋楼，这个老
宅子反而显得最低了。”房子的主人朱朝
松感慨道。

小史店镇镇长金玉刚介绍，小史店
原名小赊店，是进山的关口，比周围乡镇
都富裕。但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百姓仍
然是靠红薯和杂面充饥，别的地方群众
的生活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我们这里经济发展了，不仅有
裕丹参、红薯、养殖产业，依托红色资源，
我们还建起了两个农游一体化的综合
体。交通也更方便了，‘一国道三省道一
高速’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农村公路四
通八达。”金玉刚说。

红二十五军曾经宿营的徐沟村，地处
方城县最偏远的山区，现在也是旧貌换新
颜。该村有全县唯一的村集体林场，能长
期为村集体提供经济收入。有了经济来
源，村里先后建设了六座漫水桥，一座拦

河坝，新修5.8公里公路，建起了幼儿园、
敬老院等，村民们发展花生、林业等相关
产业，四通八达的道路让小山村不再闭
塞，经济发展充满活力。

红色的基因不只在过山庙、徐沟被传
承，也融入了整个方城县发展的血脉当
中。作为省级贫困县，近年来，以传统农
业为主的方城打响生态发展的品牌，一乡
一品，清河乡以裕丹参为主导产业，拐河
镇、独树镇以发展薄壳核桃、食用菌为支
柱产业，柳河乡以木瓜种植为特色产业，
杨楼镇、券桥乡大棚蔬菜种植风生水起，
二郎庙镇旅游观光采摘农业吸引了游人
的目光……方城县不仅顺利甩掉了贫困
县的“帽子”，一幅绿色发展的画卷也正在
徐徐展开。③9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方城县拐河镇胡庄村的一块高地
上，一座坟茔被掩映在青山绿树当中，
庄严而肃穆。墓碑上镌刻着“胡久富烈
士墓”的字样，墓碑旁散落着祭奠的白
花。每到祭奠亲人的日子，胡庄村及附
近徐沟村的群众都不会忘了埋在此地
的英雄。

“光知道他是连长，他的名字胡久
富是根据口音音译的，没人知道他的真
实名字。”7月 30日，方城县委党史研究
室主任靳云开告诉记者。1934年 11月
27日，红二十五军在方城县五里坡、高老
山一带高地将敌人击退。当晚，红二十
五军沿方城、叶县边界的浅山区秘密西

进，宿营在徐沟村。胡久富在七里岗战
役中腿部和臀部三处受伤不能行走，被
安排在老乡家中养伤，最终被伪甲长发
现，向敌人告密，胡久富被捕后宁死不透
露党和红军的秘密，最后被敌人用刺刀
活活捅死，年仅24岁。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村民重新隆重
安葬了胡久富烈士，也试图寻找他的亲
人，但因为信息不详，又无法知道他确切
的名字和家乡地址，至今寻找未果。

英雄无名，信仰却充满力量。红二十
五军的故事在当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徐沟村村民徐怀洋告诉记者，从他
二伯父开始，家里三代人已经出了六名
军人，自己唯一的儿子目前正在部队服
役。而这样的家庭在徐沟村还有很多，

现在徐沟村退役军人有 31名，现役军人
9名，比周边的村庄要高出很多。

“徐沟人经历过战争，对现在的生活
也更珍惜，这么多年大家拧成一股绳，有
事大家商量着办，民风淳朴，是远近闻名
的文明幸福村、富裕村。”徐沟村党支部
书记单玉祥说，听父辈们讲，当年红军为
了不给老百姓添麻烦，宁可住在外面的
空地里，也不往老百姓家里去，还把打土
豪得到的粮食分给村子里的穷百姓，事
事处处为百姓着想。

“前任村党支部书记给我的唯一嘱
托就是‘咱徐沟的干部不能胡干，带领群
众致富奔小康，是我们对红军精神最好
的传承。’”单玉祥说，这样的信念在徐沟
代代传承。③9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重走长征路，意在重温波澜壮阔的
革命历史。7月 30日，记者沿着红二十
五军的足迹，探访一位位历史的见证者，
聆听一段段感人肺腑的历史故事。

在方城县小史店镇林场村过山庙，
一座青石瓦舍、窗棂雕花的百年老宅掩映
在绿树青藤中。老宅二层的阁楼便是当
年红二十五军在独树镇战斗前夜住宿并
开会制定作战计划的地方。

“1934年 11月 16日，红二十五军根
据中共中央指示开始长征。蒋介石急调
30多个团的优势兵力追击堵截。11月25
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方城县小史店镇林场
村过山庙，晚上军部和鄂豫皖省委在此开
会，决定次日向伏牛山区挺进。”方城县委
党史研究室主任靳云开介绍道。

“当时我只有四五岁，那年冬天家里
来了六七个女兵和三个男兵。”村里90岁
的朱全生老人精神矍铄，回忆起当年的情
形记忆犹新。朱全生说，那时一听说有部
队过来，村民们都吓坏了，纷纷逃到后山
上去。村民们看到这支队伍刚落脚就开
始担水、打扫院子，都纷纷从山上回到家
中。“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妈给红
军蒸的红薯，做的绿豆面条。那些女兵
都帮忙洗红薯、烧锅。第二天，红军走的
时候，我妈炒了一袋黄豆，让红军带上，她
们非要给我妈钱，我妈不要，拉扯中她们
都流下了眼泪。”朱全生说。

朱全生不知道的是，当晚就在距他家
80米的老宅中，红二十五军军首长部署了

第二天的具体作战计划：224团、225团作
为前梯队过许南公路，挺进伏牛山东麓；
223团作为后梯队，阻击尾追的敌人。

1934年 11月 26日下午1时，红二十
五军行至独树镇七里岗时，遭到敌人的
埋伏。敌40军 115旅和骑兵团已先期占
领了独树镇及周围村庄。当时雨雪交
加，加之红二十五军发现敌情较晚，作为
前锋的 224 团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
下。这时，大多数战士手被冻僵，拉不开
枪栓。敌人趁机从两翼包围过来，企图

将 224 团一举消灭。危急时刻，军政委
吴焕先率领 225 团赶来，从队员身上抽
出一把大刀，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
在他的带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与敌
人展开白刃格斗，稳住了局面。

入夜以后，雨雪大作，战士又冷又
饿。数倍于我的敌军仍窥伺在侧，军领导
果断决定连夜突围。当晚，他们绕道叶县
保安寨以北，穿过许南公路，进入伏牛山。

独树镇一仗，红二十五军伤亡 300
多人。如今在独树镇战斗遗址及方城县

烈士陵园，安葬着部分烈士的遗骸。各
地的党员群众经常自发来此缅怀先烈，
独树镇退休教师李付均便是其中之一。

站在独树镇战斗纪念碑前，李付均
深情地说：“这座纪念碑碑体形如一把刺
刀，直刺苍穹。碑身 25.34 米，寓意红二
十五军和 1934 年。碑上的字经过风吹
日晒，变得模糊，我就经常带着毛笔，一
笔一画描写清楚，为的就是让更多人铭
记这段历史，传承这一宝贵的精神财
富！”③4

狭路相逢勇者胜
——追寻红二十五军鏖战独树镇革命足迹

红色种子扎根小山村

红色基因带来好日子

方城县组织文艺工作者重走长征路。②48 倪崇 摄

□本报记者 石可欣

7 月 31 日，郏县“广阔天
地”知青园中以知青为原型打
造的铜像在阳光的映衬下格外
耀眼。

“说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人民公社’，和它成立前郏县农
业合作化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
馆馆长马朝显告诉记者。

1954年初，郏县大李庄乡
在创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
程中，农村知识分子奇缺，大李
庄乡就动员本乡的初中和高小
毕业生回乡参加合作社。马朝
显介绍，当时 32名学子回到了
村里，有效地助推了农业合作
化运动开展。1954年秋，大李
庄乡秋作物喜获丰收，1955年
小麦产量也突破了历史纪录。

1955年 10月，毛泽东在党
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期
间，看到《互助合作》刊载的《大
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
验》一文，很感兴趣，欣然批示：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
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68年 7月 15日，郏县把
原属大李庄乡的大李庄、吴堂、
杨庄 3个大队 10个自然村、25
个生产队，单独组建为一个人
民公社，定名为“广阔天地大有
作为人民公社”。7 月 19 日，
《河南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从此，郏县的“广阔天地大有作
为人民公社”闻名全国。

1968 年 7 月至 8 月间，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

郑州的初、高中毕业生踊跃报
名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
公社”插队落户。通过层层选
拔，8 月 24 日，第一批 71 名知
青来到公社，开始了他们的知
青岁月。

马朝显通过一组数据向记
者展示了知青为这里带来的改
变：为发展农业生产，实现稳产
高产，知识青年和群众一起连
续苦战几个冬春，大搞农田基
本建设，深翻平整土地 400 多
公顷，打机井 100多眼，修渠道
2.2 万千米，植树造林 150 万
棵，把 16公顷坡沟河滩地改造
成良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
民公社”粮食产量不断提升，成
了全县人人称羡的“小粮仓”。

为了让广大农民群众及知
识青年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知青
们还建起了公社第一个图书
室。他们精心挑选实用的农村
科教和贴近群众生活的书籍，把
科学文化知识传播给广大群众。

“知青心里装着农民，装着
群众。他们在简陋的环境、艰
苦的劳动中，磨炼了意志。这
里记录着他们奔赴农村积极参
加农业生产的历史和艰苦奋斗
的精神。如今‘广阔天地’知青
园已经被授予河南省青少年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着一批
又一批青年来这里学习，将这
种精神传承下去。”郏县党史研
究室主任李志洁说。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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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县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方城县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图为二郎庙镇葡萄种植基地图为二郎庙镇葡萄种植基地。。②②4848 倪崇倪崇 摄摄

新华社北京 7 月 31 日电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
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
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
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
和行动自觉。

通知强调，要把学习领悟党
史、新中国史作为牢记党的初心
和使命的重要途径，组织引导党
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了解党史、新中国史的重大
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
人物，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
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
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
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
年的发展史，了解我们党的光荣
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在
深入学习和不断领悟中，弄清楚
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弄清
楚艰苦卓绝是什么、是怎么来
的，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做
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
党之志。

通知强调，要组织引导党
员、干部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习近平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
论述选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文章中有关党史、新
中国史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
不断深化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学习，

进一步深刻认识我们党先进的
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
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
质，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
念；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国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艰辛探索
和历史必然，坚定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
一步深刻认识党的执政使命和
根本宗旨，从党和人民的鱼水深
情中恪守人民情怀；进一步深刻
认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的
本质内涵，发扬革命精神和斗争
精神，勇担历史重任；进一步深
刻认识我们党靠忠诚经受考验、
靠忠诚战胜困难、靠忠诚发展壮
大，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

通知指出，各级党组织要
在主题教育中对学习党史、新
中国史作出具体安排，可把《中
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党史、新
中国史著作作为辅助读物，组
织党员、干部认真抓好自学。
党员领导干部要把自己摆进
去，真学深学，学会历史思维，
培养历史眼光，增强历史担
当。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要采取适当方式进行学
习交流。主题教育结束后，要
形成长效机制，把党史、新中国
史学习作为党员、干部日常教
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把学习党
史、新中国史持续抓下去，切实
抓出成效。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把学党史、新中国史
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

7月 31日，游客在光山县桃源小渔村庄园采摘弦山红水蜜
桃。近年来，光山县引导村民调整种植结构，发展生态采摘农业，
带领果农走上脱贫致富路。⑨6 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