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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本报记者 归欣

地处中原腹地、历来物华天宝的河南有没有石油？这
个“历史悬疑”于上世纪70年代在南阳盆地被解开。

1971 年 8月 7日，由石油工业部 3249 钻井队钻探的
“南五井”稳定出油。当天，燃料化学工业部相关负责人康
世恩（后任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正在国务院开会，接到电
报的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直接在会场作了汇报：“南阳
发现了工业油流，河南是我国第16个出油的省份了！”

伴随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激昂旋律，数万名建设者
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南阳，昼夜奋战，使新发现的油井迅速具
备投产能力。当年年底，《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热情
推介”：“南阳油田高速建成投产，对中南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1972年 5月 1日，南阳石油勘探指挥部成
立，河南油田正式诞生。

河南油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南阳油田的横空出世，
有两个重要意义：打开了河南的“出油开关”，为我省的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了

“兴奋剂”；发现了
储量巨大而国内
短缺的地蜡，为国
内许多生产单位
解了“燃眉之急”。

1973 年 11
月，石油工业部决定将南阳石油勘探指挥部改为河南石油
勘探指挥部，在中原大地继续找油。河南石油人跑遍了全
省 25个中小盆地，结果“翻”出来濮阳油田和泌阳油田，康
世恩风趣地说，河南牵回来“三只大肥羊”。因为这“三只大
肥羊”，以产煤闻名的河南成了全国第五大产油省。

1977年春，依照国务院的决策，一场产能建设大会战
在南阳盆地拉开序幕。河南油田全体人员参战，到年底就
使魏岗、双河油田建成投产，形成产能百万吨。其中，
32775钻井队一个月就创造了6项钻井新纪录。

1978年，全国石油战线迎来一项艰巨任务：打破年产
量徘徊在 1 亿吨以下的被动局面，奋力跃上 1 亿吨新台
阶。抱定“小油田也要有大作为”的目标，河南油田人发扬

“铁人精神”，拼搏向上、艰苦奋斗，全年生产原油167万吨，
助力当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 1.04亿吨。为表彰这一突出
功绩，“河南油田”4个字被刻在了北京中华世纪坛上。

40多年风雨兼程，河南油田勇往直前的步伐从不停
歇——逐鹿中原，发现亚洲储量第一的桐柏碱矿、叶县盐
矿；跨过黄河，发现中原油田；挺进新疆，建成宝浪油田。
截至目前，河南油田已累计开发油气田 16 个，生产原油
8442 万吨，资产总额 86.73 亿元，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
2100多亿元，为我国石油工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③5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8月 22日，记者来到南召县国家重点项目河南天池抽
水蓄能电站采访，在项目物业服务单位——河南大河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办公室，几份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
报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其中一份入党申请书是员工王天坤写的。王天坤家住
南召县马市坪乡，以前一家5口守着几亩薄田，日子过得十
分清苦。自从到该项目部工作后，他积极学习职业技能，刻
苦钻研，现在已是项目部的骨干人员，收入稳步提升。王天
坤笑着说：“俺经济上脱了贫，精神上也要更‘上进’。”

另一份是家住南召县乔端镇的王桂明递交的。过去他
爱打麻将，家人提起来就头痛。现在，他成了家庭收入的顶
梁柱，一扫颓废之气。

河南天池抽水蓄能电站位于南召县马市坪乡境内。大
河物业中标河南天池抽水蓄能电站物业项目后，为保证服
务质量，原计划从郑州、南阳等城市招聘员工，后了解到南
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人口较多，秉承“办好一个企业，
造福一方人民”的理念，大河物业积极响应国家扶贫号召，
改为招聘当地农民。该项目部 63名物业员工中，有 50多
名为附近的村民，其中30多人为贫困户，王天坤、王桂明便
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为提高员工素质，增长见识，完成由“普通村民”到“合格
员工”的转变，项目部多次组织他们到郑州裕达国贸、大河锦
江等知名酒店参观学习，还举办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培训。
而今，这些村民不仅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实现了脱贫，而
且，他们还把在单位形成的良好习惯、卫生标准复制到家庭
中，辐射到邻里间，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带动者。③9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周由 本报通讯员 董腾飞 李新

泌阳，这个昔日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
从闭塞到开放，从贫穷到富裕，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战争年代，泌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掀起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留下
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和平时期，这
里的人们传承革命精神，奋发图强，不甘人
后，争当改革发展的弄潮儿。

“七山二水一分田”，泌阳耕地稀少，山
水资源丰富，守着山水的泌阳人，打破因循
守旧的农耕模式和小农思维，想方设法向山
水资源要饭吃。

铜山乡焦竹园村村民王富运就是转思
路谋发展的佼佼者，他创办的铜山牧业合

作社也成为带领村民致富的领头雁。
十余年前，王富运开始养殖夏南牛。

在他的带领下，当地陆续有 40多家养牛户
加入合作社。这些养牛户养殖夏南牛多则
十几头，少则两三头，数量不等。

“我们就按照各家所占比例分摊养牛所
需饲料、饮水、照明等费用，年底按售价及各
家比例分红。”王富运说，采用这种方式，每户
既相对独立又分工合作，降低了饲养成本，提
高了养殖收益，大家伙儿都乐意这么干。

当下，勤劳智慧的泌阳人民正抢抓机
遇，再展新作为。

大念“牛字经”，依托“夏南牛”这一独
特的品牌优势，牛产业在这里茁壮成长；

依托全国闻名的“花菇之乡”，不断发
展壮大食用菌优势产业，在泌阳县食用菌
产业园，集食用菌研发、种植、精深加工于

一体的全产业链条逐步形成；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稳

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加快调整农业结构，
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促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

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加快商务中心
区建设，加快物流业、电子商务、旅游业、金
融发展，促进房地产业发展，多元化发展第
三产业；

……
在泌阳县产业集聚区，以夏南牛、食用

菌、电子电器三大产业园为载体，力争打造
河南省三星级产业集聚区。

2018 年，泌阳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41.8亿元，同比增长9%。

多种产业齐头并进，竞相发力，正在给
这片红军走过的土地带来无限生机。③5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周由 本报通讯员 董腾飞 李新

泌阳县城往东 30 多公里，在铜山脚
下、泌水河畔，古朴沧桑的焦竹园革命旧址
掩映在绿树丛中。这是一组青砖黛瓦、流
檐翘角的明代建筑群，分为西院、东院和东
偏院，院内草木葱郁、花开绚烂。

焦竹园革命旧址是 1935年—1938年
中共鄂豫边省委和红军游击队曾驻地，以
此为中心开辟的鄂豫边游击区，是南方八
省十五个红色游击根据地之一，在中国革
命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8月 23日，记者和泌阳县委党史研究
室主任郭晓勇等人一起探访这里。一件件
文物，一张张图片，让大家的思绪回到那段
烽火连天、艰苦卓绝的岁月。

1934年前后，鄂豫边工委和豫南地区
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围剿”，被破

坏殆尽。1935年 8月，张星江、王国华、张
旺午等在唐河毕店商定，将豫南、豫西南党
组织合并成立鄂豫边省委，由张星江任省
委书记、仝中玉任组织部长、王国华任宣传
部长。鄂豫边省委领导豫南、豫西南10余
县党的工作，决定在确山、泌阳、桐柏、信阳
四县接合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游
击战争，创建桐柏山革命根据地。

1936年 1月，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信
阳小石岭村成立，虽然成立之初只有张星
江、周骏鸣、王国华、汪心泰、康春、吴恒山、
老汪7名队员和3支枪，但鄂豫边区从此有
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队伍。

通过夺取地主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这
支队伍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到
1937 年 7 月中旬，已发展到 400 多人。

1937 年 10 月，鄂豫边省委和红军游击队
进驻焦竹园、邓庄铺，省委机关设在焦竹
园，游击队驻邓庄铺。10月中旬，游击队
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1937年
12 月，鄂豫边省委改建为鄂豫边特委，
1938 年 1 月改建为豫南特委。1938 年 1
月，根据党中央指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
团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
和中共豫南特委一起进驻确山县竹沟镇。
2月，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到竹
沟后，经过整顿和加强，第八团队迅速扩大
到1500多人。

“这里是‘小延安’竹沟革命根据地的
前身，为竹沟成为中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支
撑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省委机关迁驻竹
沟后，焦竹园曾作为招兵处，在保障中原抗
战、人员输送、物资供应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鄂豫边革命纪念馆名誉馆长马荣光说，

“另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边革命游
击根据地牵制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大量兵
力，成为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减压带’。”

郭晓勇说，在这里，“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的理论得到验证，“到三不管的地方
生根发芽”得以实践，张星江、周骏鸣、王
国华等一大批革命先烈留下了光辉的足
迹。如今，英烈们的浩然正气和不屈不挠
的革命精神，正激励着全县人民奋发图
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用勤劳和智慧
建设美好家园。③9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周由 本报通讯员 董腾飞 李新

在泌阳县东部的铜山乡，有一个被桐
柏山余脉群山环抱的小山村焦竹园村。村
中有一处修葺一新的明代大院落，80多年
前，这里是中共鄂豫边省委机关所在地和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驻地。

8月 23日，记者来到鄂豫边革命纪念
馆，在众多馆藏中有一件珍贵文物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这是一件古时妇女裹腿用的
象牙楔。据文物的捐献者、该纪念馆名誉
馆长马荣光说，这是他爷爷马长富珍藏了
数十年的文物。正是这件文物，让在平氏
夺枪战斗中受伤的“老八团”团长周骏鸣得
以乔装打扮，化险为夷。

在鄂豫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马长
富是一位传奇人物。

1904年出生的马长富，是泌阳县王店乡
张楼村人。当年，他是鄂豫边根据地地下党、
省委交通员，建立和疏通了以张楼为中心的
地下组织秘密通道，参加过众多游击战斗。

组织红枪会，参加平氏夺枪，攻打贾
楼、八门庄、出山王、马谷田，协助隐蔽身负
重伤的陈香斋……每一次都是惊心动魄，
每一次都是情况危急，但马长富总能凭借
自己的机智渡过难关。直到有一次，马长
富遇到了他革命生涯中最危急的关头。

1939 年 11 月 11 日，国民党反共势力
纠集地方武装 1800余人，对确山县竹沟镇
进行偷袭，惨杀我军民 200多人，制造了震
惊中外的“确山惨案”。

惨案发生后，为补充部队的武装力量，组
织上让马长富及其七弟马长寅到驻马店策反
伪纵保安司令禹得合。不料禹得合见我军竹
沟战败，反把马长富兄弟二人投入牢狱。

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烤蜡灯……在狱
中，禹得合对马长富百般折磨，威逼他：“只
要你说出一个名字，便饶你不死。”

马长富扛住了酷刑，拒不承认自己是游
击队员，更没有将党组织的秘密透露一个
字。禹得合无奈之下，只能以携带枪支危害
安全的罪名，判了马长富兄弟俩7年徒刑。

直到1944年，在姜宗仁的直接领导下，
我地下党人员在狱中与马长富见了面。

“当时，地下党同志见到蓬头垢面的爷
爷，伸手以拨头发为掩护，在爷爷的额头上
画了镰刀和锤头。那一刻，爷爷知道他见
到‘自家人’了。”马荣光说。

后来，马长富被营救出狱，并来到信阳
吴家尖山找到了组织。在组织要求下，他回
到泌阳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直到全国解放。

如今，在张楼村马长富的墓地，每年有
很多人来瞻仰悼念这位传奇的革命者。③5

沧桑不掩英雄气 犹记当年诛寇时
——探访驻马店泌阳县焦竹园革命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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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气概贯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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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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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
本报通讯员 张志强 赵晓迎

平安是福。如何绘就一幅安定祥
和的平安画卷？

今年来，洛阳市公安局车站派出
所以民意为基础，以高质量为标准，紧
紧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充分发挥维护社会治
安稳定主力军作用，以发案少、秩序
好、群众满意为工作目标，夯实社区警
务，完善防控体系，努力让老百姓居家
更安心、出行更放心、生活更舒心。

数据显示，今年 5月以来，洛阳市
公安局车站派出所接报各类刑事警情
243起、治安警情 298起，比去年同期
减少142起，发案同比下降20.79%。

警务前移暖民心 提升群
众满意度

“只有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根本标
准，加强和改进基层警务模式、执法方
式和警民关系，才能更好地实现发案

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目
标。”车站派出所政委宋文利说，我们
只有把群众最希望、最需要我们做的
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做实、做好，才能真
正让群众满意。

“阿姨，您以后接到电话，说您中
了大奖，让您按照他们给的网址进行
确认、汇款等操作，千万别相信，这就
是地地道道的电信诈骗。”近日，车站
派出所光华社区民警罗战豪像往常一
样向居民们普及防范电信诈骗知识。
他身边除了同事，还有检察官、法官、
律师服务官。

原来，为有效提高社会治安防控
能力，切实增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该
派出所于今年 6月成立了由政委宋文
利为组长的辖区“四官”进社区工作
组，各社区民警作为所在社区“四官”

服务队队长，扎实推动西工区政法系
统“四官”（警官、检察官、法官、律师服
务官）服务进社区活动在该所辖区落
地生根。

如今，在车站派出所辖区2个办事
处 8个社区醒目位置都设立着同样的
公示牌，上面公布该社区“四官”的照
片、姓名、通讯方式等基本信息，让群众
一看就知道自己遇到事儿应该找谁。
各社区“四官”服务队定期深入所对接
的基层社区，肩负起化解矛盾纠纷、推
动群防群治、开展法律宣传、通过服务
工作转办单减少群众往返跑等四项职
责，结合自身工作采取以案说法等形式
普及法律知识，发放印有“四官”联系方
式的便民服务卡，及时答复群众诉求，
化解矛盾纠纷，赢得群众信任。

自今年 6 月以来，“四官”服务队

累计走访 245 户，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220条，化解矛盾纠纷 128起，接受法
律咨询 279 次，不断让群众“找得到
人、办得好事、解得了难、交得上心”。

“我们有事，只要一个电话，就能
联系到政法干警或律师咨询，可方便
了。”家住西工区道南路 41号院的党
红敏说起“四官”服务队连声叫好。

织密立体防控网 提升群众
安全感

“平安是最大民生，防控是平安基
础。”宋文利说车站派出所所辖车站地
区1平方公里辖区内，有每天165列列
车停靠上下旅客的洛阳火车站，有每
天总发车量2300多趟次的2个中长途
汽车站，人员流量大、流动性强，治安
状况复杂。该所近年来坚持从实际出

发，初步建立起符合本地实际的高水
平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119个摄像头
基本实现了社区和道路交通主要卡口
视频监控全覆盖。

在治安防控队伍建设上，该所加
大对巡逻队伍的人力、财力、物力倾斜
支持力度，合理部署警力，重点加大对
高发案、易发案、开放式住宅小区以及
重点要害部位，实现 24小时不间断巡
逻，切实提高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和现
行抓获率；印制发放粘贴防盗防骗安
全提示，不断提升基层群众安全防范
知识。该所还在全市率先安装动态人
脸自动识别系统，对重点区域实行全
天候巡控，按照“事前预防”“事中控
制”和“事后跟踪”的要求与街面巡防

实时互动，筑牢社会治安防控网络。
日前，该所监控中心人脸识别系

统预警，一名相似度为 98.01%的疑似
在逃男子正在进入辖区某店，监控员
立即将该情况通知巡防队员，经民警
侦查，发现该男子系被列为公安部 B
级逃犯。

今年以来，该所辖区盗抢骗发案
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194 起，环比
下降33%。通过监控中心视频监控系
统，抓获各类违法嫌疑人 125人，参与
破获案件130余起。

洛阳市公安局车站派出所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着力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平安洛
阳”建设和群众安居乐业，营造和谐、
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洛阳西工区
丹城路社区居委会主任李哲对此深有
感触：“立体化防控体系、亲情化服务
民生……居民生活在这里，出门放心，
在家安心。”

洛阳市公安局车站派出所

民意主导警务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洛阳市公安局高质量民意警务建设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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