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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兼备 智勇双全
——探访彭雪枫纪念馆

彭雪枫纪念馆是为纪念优

秀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彭雪枫同

志，于 1984 年在镇平县城筹

建，1988 年开馆的，是群众接

受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的场所，先后被命名为“河南

省国防教育基地”“河南省青少

年思想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
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
党人好榜样；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
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
中华民族悼英雄。”这是毛泽东一生所撰对
联中最长的一副，洋洋洒洒 70字，所悼念
的就是英年早逝的新四军四师师长兼政

委、原籍南阳镇平的彭雪枫将军。
9月 12日，记者来到镇平县彭雪枫纪

念馆，通过一幅幅图片和一件件实物探寻
彭雪枫将军短暂却波澜壮阔的一生。

纪念馆前的雪枫广场上，巨石上镌刻
着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的馆名“彭雪枫
纪念馆”；广场中心矗立着彭雪枫将军的
戎装铜像。步入展厅，大量的图片和史料
再现了彭雪枫将军浴血奋战的戎马生涯，
让后人真切感受到将军的文韬武略和爱
民情怀。

彭雪枫1907年 9月 9日出生于镇平县
七里庄一个农民家庭。大革命时期，他在
党的影响教育下，投身“五卅”运动。1925
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 5月，彭雪枫奉命到红军中工
作，历任红军大队政委、支队长、师政委、师
长、江西军区政委、中革军委第一局（作战
局）局长、纵队司令员等职。在长征中，他
身先士卒，披坚执锐，所指挥的部队屡为前
锋，战绩卓著，彭雪枫成为闻名全军的青
年将领。

1936 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
奉党中央和毛泽东之命，彭雪枫秘密前

往西安、甘肃、绥远、山西等地，做张学
良、杨虎城、阎锡山的统战工作，为“西安
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
日创造了条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
彭雪枫任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驻
晋办事处主任和北方联络局局长，对推
动华北特别是山西和鲁西北的抗战作出
了巨大贡献。

1938 年春，为推动中原抗战，彭雪枫
奉命到达河南确山竹沟，任河南省委军事
部长兼统战委员会主任。他积极为前线培
训军政干部，扩大抗日武装，做了大量的统
一战线工作。同年 9月，组建新四军游击
支队，任司令员兼政委，率300余名游击健
儿，向豫东敌后挺进，点燃了中原抗日烽
火。后又挥戈东进，转战于豫、皖、苏三省
边界，积极打击日、伪、顽、匪，伸张了抗日
正气，扩大了人民武装，开创了豫皖苏边区
抗日根据地，多次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称
赞。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蒋介石密
令汤恩伯等，大举向豫皖苏边区进攻。时
任新四军四师师长兼政委的彭雪枫，率边
区军民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 3 个月艰
苦卓绝的斗争。后为顾全抗日大局，奉命

转移到津浦路东，兼任淮北军区司令员，
和邓子恢、吴芝圃等同志一起，坚持淮北
抗日斗争。他指挥军民反“扫荡”，阻止顽
军东进，取得了 33 天反“扫荡”等大小数
百次战斗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淮北抗日
根据地。四师也很快成长为新四军的劲
旅之一。

1944 年 4 月，日寇为打通大陆交通
线，发动了河南战役，大举向河南腹地进
攻。国民党数十万军队不战而溃，使中原
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为早日解民于倒
悬，他奉命于 8月 15日率部冒暑西征，同
日、伪、顽、匪搏斗于萧县、宿县、永城、夏
邑之间，使豫皖苏边区重见了光明。正当
西进大军凯歌频传的时候，1944 年 9 月
11日，彭雪枫同志在指挥收复夏邑县八里
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37岁。

“彭雪枫纪念馆占地 37亩，代表着彭
雪枫将军 37年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彭雪
枫纪念馆工作人员曹向辉告诉记者，从
2004 年到纪念馆工作伊始，她便被彭雪
枫将军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儒将风度所
吸引，在这里一干就是 15年，为无数前来
悼念的群众深情讲解将军为民族为人民
出生入死、英勇奋斗的革命事迹。③9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胡少佳

新学期刚开始，镇平县雪枫小学的学
生们来到仅一路之隔的彭雪枫故居，聆听
将军故事、学习将军精神、祭扫将军故居院
落，上了特殊的“第一课”。

位于镇平县雪枫街道七里庄村的彭雪
枫故居，是彭雪枫出生和幼年生活的地
方。在七里庄村，有一半村民都姓彭，讲起
将军的故事，村民们个个如数家珍。

村里 76 岁的老人彭廷林是听着将军
故事长大的。“彭雪枫将军是彭如澜老先生
的长孙，自幼就聪颖好学。彭如澜老先生
主张‘耕读传家’，对孙儿关爱有加，4岁时
便教他读书识字。”彭廷林说，眼见土匪侵
扰、群众过不上安生日子，少年彭雪枫就立
志救国救民。他跟随祖父练武，骑马耍枪，

团结村民御敌，逐渐成为村里孩子的“中心
人物”。

彭雪枫在回忆自己的成长道路时曾
说，除了参加革命以后“长长的党的教育”
外，就是幼年“短短的家庭教育”了。影响
彭雪枫一生的家庭教育，除了祖父的言传
身教外，还有在地主家的私塾里当教师的
伯父彭延庆的熏陶。在富家子弟集中的私
塾里，彭雪枫不因家境贫寒和地位卑下对
学业稍有懈怠。他跟着伯父熟读了《论语》
《诗经》等许多古典名著。岳飞的《满江
红》，他不但能够背诵，而且对其要旨心领
神会。彭延庆对侄儿的天资聪颖和刻苦勤
奋惊叹不已。

在彭雪枫故居，一棵枝丫错落、状似龙
爪的桑树格外引人注目。村民介绍，这棵
龙爪桑是彭雪枫父亲彭延泰在清末栽植

的，至今已有 130多年，彭雪枫幼年就时常
在此树下读书习武。1948年 5月，陈赓将
军在指挥宛西战役的间隙，曾到此拜访彭
延泰，二人在树下促膝交谈，畅谈天下形
势。

“彭雪枫弟兄四人，他是大哥，他的三
位弟弟都为革命作出过贡献。”彭廷林介
绍，彭之久是彭雪枫的二弟，1937年参加革
命，1947年在山西夏县东南战役中，不幸牺
牲，年仅 37岁；三弟彭修学受两位兄长的
影响，思想进步，受胞兄所托，他尽职尽责
挑起家庭重担，并秘密与党组织联系，为党
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四弟彭修华新中国
成立前曾参加过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在彭雪枫故居的后院，翠竹环绕，小路
弯弯，风吹来，竹叶沙沙作响，仿佛还在讲
述着当年的故事。③8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9 月 11日，从镇平县城沿将军路向南
行驶3公里，一个村落宛如一幅画卷映入眼
帘。村中道路宽敞整洁，两侧种满了桂花
树、玉兰树，月季园里鲜花盛开，水上游园、
观景台为美丽的村庄增添了几分雅致，这
里就是彭雪枫将军的故乡——镇平县雪枫
街道七里庄村。

“围坐夜话”是七里庄村的一个好传
统，晚饭后，几个板凳几杯热茶，干部群众

围坐在一起，家长里短、评先树优、交流想
法，有事大家共同商议。这不仅加强了党
员干部与群众的联系，更提高了村党组织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七里庄村党支部书记
彭长宏在“围坐夜话”时说：“传播真善美、
释放正能量，我们每个人都是唱响好声音、
弘扬主旋律的主人翁。咱村是英雄故里，
更得事事讲文明，小康路上争先进，不能给
英雄抹黑。”

彭长宏的话得到了干部群众的一致认
同，大家齐心协力共创文明、和谐、美丽家
园。“近年来，我们围绕将军故里红色品牌，

倾力打造红色游，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
绝。”彭长宏介绍。

为增加群众收入，该村将 1800亩土地
流转给了三个农业合作社，种植生态林、
培育苗木花卉、种植油料作物，三个农业
合作社经营得红红火火。村民们在拿到
土地租金的同时，还可以在合作社谋得一
份工作，每月拿着稳定的工资，日子越来
越红火。

生活水平提高了，人居环境改善了，七
里庄村先后被命名为“全国文明村”“省级生
态村”和“市级改善人居环境示范村”。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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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电“爷爷一生保持普通士兵的本色，生
活上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说起爷爷李殿冰，李
孟章非常自豪。在爷爷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一直
陪伴照顾，“爷爷弥留之际，告诫全家要老实做
人、踏实做事，不要打着战斗英雄的旗号向组织提
要求。”

李殿冰，1913 年生，河北曲阳人。1938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矢志革命，对党忠诚，是中
国民兵著名战斗英雄。他常说：“为了革命的胜
利，掉脑袋也不怕。”因作战勇敢，机智灵活，李殿
冰荣立大功 3次。

全国抗战时期，李殿冰任尖地角村党支部书
记、民兵队长和联村民兵中队长。他经常带领民兵
出没于山野密林、青纱帐中，采用忽聚忽散、时东
时西的“麻雀战”，不停地袭扰和打击日伪军，配合
八路军作战。1941年秋，1200余名日伪军进犯曲
阳县口头村和中佐村，他带领民兵抄小路上山，居
高临下突然袭击，毙伤敌 5人。当日伪军扑向山顶
时，他率民兵已转移到另一座山头，从日伪军背后
发起攻击。这样边打边转，将日伪军一步步引向老
母庙附近，抓住战机再次开火，毙敌 30余人，迫使
日伪军撤退。

1943 年 9月，日伪军集结 4万余人，对北岳区
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6日，日军 1000余人包
围曲阳县尖地角附近几个村庄，李殿冰混入被日伪
军驱赶的民工人群中，摸到敌人将要偷袭驻武家湾
村八路军 2团的企图，抄近路送出情报。继而带领
民兵占领有利地形，预设埋伏，同时向南、北两面
进攻的日伪军射击开火，制造日伪军双方误会，引
其自相攻打，致敌重大伤亡。日伪军发觉上当后，
集中兵力进行报复。这时，他已指挥群众迅速撤
离，自己带两名民兵赶到寺儿沟东岭，向正在行进
中的日军射击，毙伤 5人。随即又绕到侧翼山头射
击，先后毙伤敌 58人，炸死战马 3匹，打得日伪军
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在 3个多月的反“扫荡”作战
中，他率领民兵游击组作战 27 次，共毙伤日伪军
267人。

1944 年 2 月，李殿冰出席晋察冀边区战斗英
雄战斗模范代表大会，被边区政府授予“神枪手”
和“二等战斗英雄”称号，并获赠“太行勇士”匾
额。在作战间隙，他积极组织民兵开荒生产，被抗
日民主政府评为“劳动英雄”。1950 年 9月，他出
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李殿冰居功不傲，处处严格要求自己。1961
年，家属被批准随军。李殿冰只让老伴和两个女儿
随军照顾自己，儿子、媳妇仍然留在农村。1971
年，李殿冰离职休养，离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
北省新乐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离休后，他回到农
村，一心扑在农业生产、民兵建设和对革命后代的
培养教育上，先后 5次被曲阳县评为“退休不褪色”
的模范。1982年 7月，李殿冰病逝。

新华社电 在重庆市警察博物馆内，陈列着一
块旧手表，它的主人是公安部一级英模——重庆
市公 安 局 北 碚 分 局 黄 桷 派 出 所 原 指 导 员 邓 瑞
甫。1981 年 7 月的抗击特大洪水灾害斗争中，邓
瑞甫带领民警日夜坚守岗位，奋不顾身抢救遇险
群众，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献出了宝贵生
命。他随身携带的这块手表，见证着英雄牺牲的
永恒时刻。

邓瑞甫 1934年出生于重庆市长寿区，1951年
参加公安工作，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重庆
市公安局北碚分局天生派出所民警、黄桷派出所指
导员。他参加公安工作近 30年，勤勤恳恳、兢兢业
业、廉洁奉公、遵纪爱民，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
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出了显著成绩，多次被评为先进
工作者。

1981年夏，重庆地区遭遇特大洪水灾害。7月
15日，滔滔洪水猛烈上涨，洪峰淹没了大片房屋和
庄稼，黄桷地区陷入一片汪洋，邓瑞甫的家眼看也
要被洪水淹没，他断然选择“抢救群众财产要紧”，
不顾自己严重感冒，赶到沿江一带查看水情，维持
交通秩序，组织群众转移。

当天午夜 11时多，洪水继续猛涨，巡查中，邓
瑞甫发现尖嘴地区的一处洪水围困了 80 多名群
众，有的群众拥挤在水塔的石堤上，有的爬到树杈
上，有的蹲在屋脊上，一阵紧接一阵的呼救声不断
传来，情况十分紧急。

在江面宽阔、巨浪翻滚的洪峰中，现场仅有的
4只橡皮船无法满足救援需要。邓瑞甫决定，立即
带队去附近的农村借用木船。

午夜 12时左右，邓瑞甫等人沿着郑家溪至东
阳公社先锋大队、帅家坝江面划去，他们找到一只
停在江边的小船，拨正船头，朝尖嘴奋力划去。16
日凌晨 1时 10 分，正当邓瑞甫等人即将到达被困
群众处时，只见江面上电弧光一闪，随即飘来一阵
刺鼻的焦味——就在这电弧光闪射的一刹那，邓瑞
甫不幸在江面碰上高压电线，触电壮烈牺牲。

“现在是党和人民最需要我们的关键时刻，每
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要接受考验、带好头，
为抗洪抢险作出贡献！”这是邓瑞甫出发前留给干
警们最后的指示，而他，也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这
句誓言。

邓瑞甫牺牲后，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
烈士，1981 年 10 月，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
范。在如今的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分局，邓瑞甫的事
迹传颂至今，英雄的精神正激励着一代代公安干警
不忘初心、奋勇前进。

李殿冰:
善打“麻雀战”的太行勇士

邓瑞甫：
抗洪抢险中献身的一级英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