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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开封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河南工运、农运、军运、学运的中

心。1925年 10月中旬，中共豫陕区委组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五个

地方区委之一，也是我党在河南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最高领导机构。它

不仅在豫陕两省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共党史中也是重要

的一页。

小楼一夜听风雨 曾经风雷震九州
——探访开封中共豫陕区委旧址所在地

让古都开封在文化传承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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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琚青青 桑涛

8 月 8日，记者在中共开封市委党史
研究室一科科长张雪治的带领下，来到了
中共豫陕区委旧址。它坐落于开封市书
店街北口西侧，是一栋清末民初风格的两
层木制小楼，砖封檐、小灰瓦、暗红典雅的
木格门窗。

“别看这栋小楼不起眼，它可有着一
段不平凡的经历。”谈起这栋小楼的历史
故事，张雪治显得有些激动，“在国共合作
的大革命时期，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李大
钊、王若飞、萧楚女、李求实等都曾在这里
工作活动过。”

中共豫陕区委成立于1925年 10月中
旬，下辖 3个地委、7个特别支部、10多个
支部，党员 200多人。起初，中共豫陕区
委机关设在郑州操场街，不久即迁往开封
西大街。从此，这栋小楼就成为中国共产
党在河南领导和发动大革命运动的总指

挥部。
“党的早期著名理论家萧楚女，在开

封工作时就曾长期住在这栋小楼上。”张
雪治介绍，“1925 年，以萧楚女为主编的
《中州评论》就是在开封创刊的。它是大
革命时期中共豫陕区委机关刊物，也是中
国共产党在河南创办的第一个刊物，并成
为当时党领导河南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面
旗帜。”

中共豫陕区委在开封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各项革命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至
1926 年 2 月，区委已建立郑州、开封、信
阳、焦作、卫辉、洛阳、杞县、西安等 8个地
委，彰德（安阳）、西安、三原、赤水、徐州等
5个特别支部，党员已达700多人，为河南
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中共豫陕区委旧址 1986年被确定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 4月，西大街
道路拓宽改造，中共豫陕区委机关旧址
处于拆迁范围。开封市参照北京、西安

对文物‘易地复原’的经验，并征得省文
物局同意，决定对该建筑易地重建。”开
封市文物局古建处工作人员范夤璐告诉
记者，“当年 5月，中共豫陕区委机关旧址
被整体落架，结合书店街街道的扩宽，位
于西大街 3号的这座革命旧址在西南方

向易地重建。”
如今，在中国历史风貌古街书店街

文化浸染中，这栋历经百年风霜的小楼
静静地矗立着，承载着河南大革命运动
的辉煌节点，镌刻着那段风起云涌的峥
嵘岁月。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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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琚青青 桑涛

“就是在这座小楼上，中国共产党创
办了在河南的第一份刊物，主编就是萧楚
女。”中共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一科科长
张雪治说，“当年，《中州评论》为书店街文
化氛围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党中央和中
共北方区委十分重视在开封开展的工
作。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王若飞、萧
楚女、李求实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来到开
封，开创了党在河南工作的新局面。

“萧楚女是我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优秀理论家。”张雪治说，“1925

年8月，萧楚女受共青团中央的派遣到河南
工作，在省会开封他的公开身份是省立一
师的教师，实际担负着党的宣传工作。”

1925年 9月 1日，由萧楚女担任主编
的《中州评论》在开封创刊，10月下旬正式
成为中共豫陕区委机关刊物，发行通讯处
设在开封南书店街23号的河南书店。

《中州评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公
开出版的第一个红色刊物，是以政治评论
为主的时事期刊，开始为3天一期，后改为
不定期出版，是在河南传播马列主义、指
导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并在国内十多个
省市设有17个代办处，共出版35期。

《中州评论》创刊号文章《我们见面的
话》中说：“《中州评论》出世了！《中州评

论》是为什么而办的？回答这个问题，非
常明显。《中州评论》是在河南出版，是特
别为河南人而办的。它将告诉河南的一
切人们，在这个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当
中，应有的责任，应有的工作……”

1926年年初，《中州评论》在极端困难
的条件下，又断断续续出版了几期后停
刊。因被反动军阀通缉，王若飞、萧楚女
等先后离开古城开封。1926年 3月，中共
豫陕区委在开封改组，恢复和发展全省革
命运动，迎接北伐战争。

“《中州评论》对河南革命的贡献，将
永远载入史册。”张雪治表示，“《中州评
论》在河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对河南革
命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③6

“《中州评论》在河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桑涛 琚青青

中共豫陕区委旧址位于书店街北口，
书店街这条古街也是开封文化历史变迁
的见证者。

“书店街长度虽然只有620米，但名气
不小。”开封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于海
刚介绍说，“书店街是我国唯一一条以书
店命名的街道，初建于北宋时期，以经营
书籍字画、文房四宝而闻名。”

目前，书店街的建筑多是明清阁楼建
筑形式，展现出古城开封的历史风貌。上
世纪 20年代，李大钊、萧楚女等革命志士
曾在此领导革命运动，创办进步刊物，宣
传进步思想。

为打造特色历史文化名街、展现古都

街道风貌，2011年，开封市政府对书店街
进行全面整治改造。“我们从协调邻里关
系和整治卫生死角入手，营造社区和谐优
美环境。”龙亭区北书店街道办事处县街
社区主任徐秋红说，“老社区‘不老’。现
在，社区邻里和睦、卫生整洁。今年，我们
在开封市‘四面红旗’社区评比中，还获得
了‘服务群众’这面红旗。”

让老社区“不老”，让古都开封在文化
传承中前行！

“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让开封千年历
史沉淀出的文化基因与旅游产业发展实
现高度融合。”开封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满库表示，“突出文化
创意，实现‘文商旅’融合，打造‘一城宋
韵、八朝开封’的特色品牌。”

项目带动，多业态发展。目前，开封

市以书店街为代表的一大批特色旅游商
业街区、旅游文创园区、精品民宿集聚区
相继建成，带动开封文旅产业向“高端要
素+文化”加速转变。

仅在今年，开封又确定了8大类、36个
重大文旅项目，投资总额突破1000亿元。

作为“柱石”产业的文化产业，在开封
越做越精彩。

数据显示，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从
2012年的 66.2亿元快速递增至2017年的
106.5亿元，年均增速 10.7%，占GDP比重
达到5.64%，居全省第2位；2018年，开封市
游客接待量6806.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60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1%和24.6%。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领。“古
城开封的‘根’和‘魂’集中在城墙文化带、
千年中轴线文化带、大运河及水系文化带

‘三条文化带’上。要以‘三条文化带’修
复展示为抓手，加大老城区整治保护力
度，守好生态宜居魅力古都之魂。”开封市
委书记侯红表示，“持续推进理念融合、职
能融合、产业融合、市场融合、服务融合、
交流融合‘六个融合’，推进开封文化旅游
深度融合。”③6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省人民医院院史馆

见证医者仁心悬壶济世
的百年传承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曾日三

屡建功勋的红军高级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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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王亚芳 王慧

打铁必须自身硬。为了打造一支
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郑州
经开区纪工委把学习作为提高监督执
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能力的重要途
径常抓不懈，通过树立问题导向、抓好
课程安排、用好课程资料、及时检验成
果等四项举措抓好系统全员培训，营
造了浓郁的学习氛围，让互学互鉴成
为常态。

树立问题导向，提升工作能力。
为了进一步提升纪检监察干部的素
质，经开区制定了《关于全区纪检监察
系统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宪法和监察法
的通知》，对深入学习《宪法》《监察法》
提出具体要求，发放相关学习书籍，并
定期开展学习笔记互查活动，以培养
大家的学习自觉性。在此基础上，经
开区纪工委强调带着问题学、通过培
训改，把全员培训和我省纪检监察系
统“补短板建机制强能力见成效”整

改、审查安全整改提升等工作结合起
来，把自身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
工作摆进去，统筹部署、同步推进、同
向发力，力求通过培训解决工作中的
实际问题。

抓好课程安排，多种模式并用。
既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又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宪
法》等法律法规，还学习《监察法》和
真实案例……经开区纪工委科学合
理安排学习时间和课程，建立起集中
学习、补课复习和自学相结合的“1+
1+1”培训模式：依托每周二下午机关
学习例会开展正课学习，定期利用午
休时间组织补课和巩固学习，以科室

和办事处为单位组织小组研讨。既
向书本学又向实践学，在学中干，在

干中学，经开区纪工委全力培养更多
纪检监察工作的行家里手。与此同

时，经开区纪工委还根据实际情况随
时组织，第一时间召集相关部门领导
或全体纪检监察干部学习相关会议
精神，以学促干。

用好课程资料，强化学习效果。
观看学习纪检监察干部培训课程光
盘和讲义，推动全员培训工作，是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自上而下的统一安
排部署。经开区纪工委将其作为近
期工作的重中之重，8 月 6 日正式启
动这项工作：利用每周二下午的学习
例会时间，组织全系统干部集中观看
中央纪委下发的视频课程资料。为
了用足用好光盘讲义，经开区纪工委
根据讲义大纲提前划好重点，培训期

间在重点处安排相关领导和业务负
责人结合当前工作重点进行讲解，推
动实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的良好效
果。

及时检验成果，确保无人掉队。
在抓实抓严全员培训工作的基础上，
经开区纪工委强化以考促学、以学促
干，通过考核测试检验学习成效、巩固
学习成果，在每次培训结束前，都要由
委局领导根据提前选出的培训重点、
难点，对参训干部进行随机提问，回答
情况计入培训档案，作答情况较差的
直接列入补课名单，确保无一人掉
队。下一步，全区纪检监察系统还要
加大考核测试力度，将考和学紧密结
合起来，进一步提升学习效果。

“我们要多措并举，力求实效，推
动全员培训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
里走，努力建设一支让党放心、让人民
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为坚定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作出新贡献。”经开区党
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武斌说。

郑州经开区纪工委

抓好全员培训 促进队伍建设

郑 州 经
开 区 纪 检 监
察 系 统 半 年
工作总结暨 7
月 份 工 作 会
议召开，再次
强 调 要 抓 好
全员学习，促
进队伍建设。

□本报记者 卢松

作为入职后的第一堂课，河南省人民医院今年新进的266
名医护人员，近日分5批来到省人民医院院史馆参观学习。“医
护人员走上工作岗位后，都会加入院史馆的志愿讲解员队伍，
在向参观者讲解医院发展历史的同时，也使自己更加深入了
解医院的厚重文化，增强救死扶伤的使命感。”8月9日，省人民
医院院史馆志愿讲解员、省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长梁首勤说。

省人民医院院史馆内，500余张珍贵的老照片、逾5万
字激昂的文字介绍、一个个还原历史的场景，生动展示了
医院从建院到跨越发展走过的115年不平凡历程。

1902年，中国基督教内地会上海总部差派金纯仁到开
封，开办诊所，传教并治病。两年后，他在开封市南关搭建
帐篷，开始以“福音医院”名义接待患者。省人民医院院史
馆第一展厅的显著位置，还原有一个金纯仁带领 3名中国
医学生做手术的场景。“福音医院注重对当地医生的培养，
为西医传入中原作出了很大贡献。”梁首勤说。

开封解放后，1949 年 11 月，开封市政府接管福音医
院，命名为开封市人民医院。次年，原省卫生厅将医院改
名为河南省人民医院。1954年，河南将省会由开封迁至郑
州。次年3月，省人民医院也由开封迁至郑州新院区，迎来
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跻身全国首批“三级甲等”医院。

省人民医院院史馆第三展厅的学科发展树，形象展示了省
人民医院学科建设历程。从20世纪初期的渺房、割症房、男院
女院，到20世纪中期的内科、外科、妇科、眼科等，再到目前拥有
的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外科、内分泌科等50余个学科，100多年
来，省人民医院学科门类越来越全，技术水平国内领先。

人民医院为人民，造福中原老百姓。省人民医院院史馆
内，发黄的报纸、陈旧的实物、功勋光荣墙，无不见证着省医人
牢记初心使命、以精诚大爱为百姓带来福音的感人事迹。

1961年，杨玉霞等6名眼科医护人员以身试药，向自己
的眼中植入沙眼病毒，滴入新研发的药品，检验治疗沙眼的效
果；1976年，唐山大地震余震未消，护士孔芙蓉撇下家里嗷嗷
待哺的孩子，义无反顾地赶赴灾区参加救护；1983年5月14
日，医生段汝训连续工作48个小时，累倒在手术台上，按照他
的遗愿，家属把他的遗体捐献给河南大学医院……

“医护人员像战士一样，一旦出现紧急险情，二话不说冲锋
在前，甚至牺牲生命。”梁首勤说，“一代又一代省医人勇于担
当、为民奉献，传承下来的医院精神，激励着我们奋发图强，勇
攀医疗卫生事业新高峰，全力保障中原人民身体健康。”③8

据新华社长沙8月 12日电（记者 谭畅）曾日三，又名
曾日山，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904年生于湖南宜
章城关镇曾家湾一个读书人家庭。

1928年 1月，朱德、陈毅领导发动宜章暴动，将县长杨
孝斌等宜章县反动上层人物一网打尽。暴动胜利后，曾日
三作为正直青年被吸收到县苏维埃政府参加革命工作。
同年2月，他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任第3师秘书。4月，随
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起，曾日三任红4军军部秘书、红一方面军政治部
秘书长，参加了保卫井冈山、开辟赣南闽西苏区的斗争。1931
年起任红3军政治部主任、红3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福建军区政
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屡建功勋。

1934年 10月，曾日三参加长征，任红 5军团政治部主
任、代政治委员，率部担任后卫。他经常到前线阵地进行
政治动员，指挥战斗，有力保障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
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路
军，红5军团改番号为红5军，曾日三任代政治委员兼政治
部主任，被编入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并作为前锋部队。他
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
护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后被调到红9军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10月，曾日三随部西渡黄河，转战甘肃省河西走
廊。参与指挥古浪、永昌等战斗。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
他任西路军第三支队政委，率200余人突围，艰苦转战在祁连
山区。1937年4月27日，曾日三在红柳园子遭国民党军包围，
为掩护伤病员和妇女先撤，他率部担负阻击任务，最后落入敌
手。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大义凛然，壮烈牺牲，时年33岁。

图为中共豫陕区委旧址。桑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