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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历史名人楚正泰故居，
也是河南军区机关旧址的一部
分。⑨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摄

我们将抓好‘红’与‘绿’相得益
彰的‘双色经济’，依托丰富的
红色资源加快发展红色旅游，
配套打造田园综合体项目，将
楚黄庄村的品牌擦得更亮。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秋日的禹州市鸠山镇楚黄庄村，林木
葱茏，水流潺潺，一派秀美、和谐的宜居田
园景象。

这个只有 331户人家的小山村，有着
厚重的红色底蕴，在当地群众中，红色基
因的传承绵延不绝。村里无论男女老幼，
都能对波澜壮阔、烽火连天的抗战历史说
上几句。

曾经，位于许昌西北角的楚黄庄村，
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饱尝贫困之
苦。如今，村里整修了道路，安装了路灯，
通了自来水，建起了文化广场，村容村貌
大变样，给村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
获得感。

楚黄庄村村民楚全忠老人说：“最早
俺村是土路，‘雨来洪水冲，水过淤泥生；
举步上路难，胶鞋陷泥中。’后来，村里修

了简易沥青路，村民雨天出门不再是‘两
脚泥’。现在俺村铺了水泥路，交通方便
了，大伙儿的致富路更宽了。”

为发展集体经济，村“两委”决定因地
制宜引入耐干旱、病虫害少、药食两用的
花椒种植项目。村党支部书记楚大伟带

头，先把自家土地腾出来进行试验，成熟
后再向全村推广。如今，楚黄庄村注册成
立农业种植合作社，让全村群众尤其是贫
困户流转土地得“租金”、入股得“股金”、
务工挣“薪金”，实现“一地生‘三金’、生活
步步高”。全村贫困人口由 2016年的 20
户 66人减至现在的3户6人。

楚大伟说：“我们将抓好‘红’与‘绿’
相得益彰的‘双色经济’，依托丰富的红
色资源加快发展红色旅游，配套打造田
园综合体项目，将楚黄庄村的品牌擦得
更亮。”

前不久，外出求学多年的楚笑涛回到
了家乡，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深有感
触。他用这样一段顺口溜描述村民的幸
福生活：“村里村外变化大，轿车开进农户
家；家家门前是好路，人人出行不踏泥；村
外还有环村路，村民休闲好散步；道德讲
堂在村部，文化广场多宽敞；楚黄越变越
美丽，小康路上唱新曲……”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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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楚黄庄村，一个位于禹州西北、箕山
腹地的小山村，在抗日战争时期却是豫西
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区域之一。这里曾是
河南军区机关所在地，河南军区司令员王
树声等我军高级将领在此指挥千军万马
抗击日寇，使豫西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
壮大。

驱车驶出禹州市区，沿着山路向西北
行驶约 40公里，便到了禹州市鸠山镇楚
黄庄村。

“看，这是当年的河南军区司令部，王
树声司令员就在这里办公！”9月 12日，鸠
山镇宣传干事王光远当向导，带领记者一
行来到距村口约 1公里的河南军区机关
旧址。

这是一个狭长的院落，门口的石墙满
是历史的斑驳。走进院落，前部为 6 间
砖、土、瓦混合结构的平房，后部为4间窑
洞和2间平房。院内，一棵老槐树枝叶繁
茂，无声地见证岁月沧桑。

1944年 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国
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丢城弃地。为收复国
土，当年 7月，中共中央发出向河南进军
的命令；9月，皮定均和徐子荣率豫西抗
日先遣支队飞渡黄河，挺进豫西；10月，
为了统一领导豫西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共
中央决定建立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和河
南人民抗日军，重点在三点（即郑州、许
昌、洛阳）两线（即平汉线和陇海线）之间，
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
争，建立敌后根据地。

“控制了豫西地区，不仅可以阻止敌
人西进，保卫大西北，而且可以沟通陕北、

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联系，在当
时整个抗日大局中有着重要作用。”禹州
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宏说。

1945年 4月，河南军区一支队、四支
队发动禹西战役，攻克禹西重镇神垕等敌
军据点10余处。随后，河南军区司令部、
政治部、后方医院等军区机关相继迁至楚
黄庄村、官寺村一带。

“禹州的鸠山、方山、浅井一带山多林
密，群众富有革命斗争精神，对建立敌后
抗日根据地极为有利。”王宏说。

1945年 5月，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
在鸠山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研究部署了打击日
寇、减租减息和开展“倒地运动”（即群众
赎回灾荒年间贱价出卖的土地）等工作。
同月，在唐庄、方山、白沙等地建立抗日民
主政府，使抗日烈火很快燃遍禹西、禹北

广大地区。
滔滔历史长河，巍巍中流砥柱。作为

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19块抗日根据地之
一，豫西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 6个专区、
26个县的红色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气
壮山河的抗日斗争，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
了重大贡献，彪炳史册。位于楚黄庄村的
河南军区机关旧址，入选《河南省革命遗
址通览》。

忆往昔岁月峥嵘，看今朝挺立潮头。
禹州市把红色文化作为最有价值的核心
基因，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的血脉，成为
推动禹州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如今，
禹州市建成了豫西抗日英雄广场和豫西
抗战纪念馆，开辟红色旅游线路，激励广
大市民、外来游客传承和弘扬抗战精神，
不忘初心本色，以不懈的奋斗创造美好生
活。③5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走，跟着共产党走！青纱帐里，抗日
英雄打出手！走，跟着毛主席走！报国
仇，还河山，要把鬼子的老窝端……”

近日，在距离楚黄庄村不远的禹州市
鸠山镇官寺村，年近九旬的村民刘海民依
然记得，在 70多年前跟“邻居”学来的抗
战歌谣。

刘海民当年的“邻居”，就是豫西抗日
军政大学第四分校的教官和学员们。

在他的记忆里，这些“邻居”在紧张的
工作、学习间隙，几乎每天都要到农户家
中帮助担水、扫地，农忙时候帮助干农
活。“跟老百姓，那真是鱼水情深啊！”他
说。

蜿蜒的涌泉河从官寺村流过，河畔的
豫西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旧址分外醒
目。

随着豫西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抗日

队伍迅速发展。为了培养新生骨干力量，
1945年 5月，河南人民抗日军四支队和豫
西四分区在涌泉河畔开办了豫西抗日军
政大学第四分校，招收了近百名来自本地
及登封、鲁山、宝丰等地的进步青年。

许昌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科科
长卫菁华介绍，在这所学校，上至校长，下
至学员，同吃小米饭，同住土窑洞，学习内
容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评中国之
命运》《论联合政府》等。课程安排方面，
早上是军事训练课，上午上政治课，晚上
学文化知识或开展娱乐活动。河南军区
司令员王树声等人曾多次来此讲课。

此外，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远道而来
的作曲家时乐濛，还在此教学员们唱“抗
大”歌曲，弘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
校风，使学校呈现蓬勃活力。

1945 年 8 月，为适应抗日形势的发
展，豫西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的学员们
结业后奔赴各条战线，有的到部队担任基
层军事主管，有的到地方政府任秘书、到

基层当干部，还有的根据需要回原籍做地
下工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怀一腔
热血而来，学一身本领而去，就像一粒粒
革命的种子，撒落各地，生根发芽，为抗战
乃至革命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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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泉河畔风云起

箕山之中红旗展 破虏丹心昭日月
——探访河南军区机关旧址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路秀峰：铁警血肉筑忠魂
新华社电 站在天津海河望向北岸，拥有一百三十余

年历史的天津火车站熙熙攘攘，人头攒动。39 年前，就是
在这里，为了给战友赢得反击时间，32 岁的铁路警察路秀
峰用血肉之躯迎向匪徒的枪口，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
命。

路秀峰，1948年出生，1977年参加公安工作，生前为天
津铁路公安处天津站派出所民警。1980年 8月 17日，在审查
犯罪嫌疑人时，嫌疑人开枪向路秀峰等民警射击，路秀峰在
与嫌疑人搏斗过程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1980年 8月，路
秀峰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 9月被追授一级英模荣
誉称号。

1980年 8月初，来自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临河
县的男子梁大东、王新国、白永胜，盗窃了临河县武装部大批
枪支弹药。随后，他们计划乘车去东北，密谋干几起“惊天动
地的大案”，中途在天津火车站转车。8月 16日晚，3人在车
站广场逗留时，由于形迹可疑被天津站派出所执勤民警马幼
航带至派出所值班室，由值班民警路秀峰、路明做进一步审
查。

在派出所值班室内，路秀峰和路明决定先审白永胜。白
永胜百般掩盖事实，对抗审查。此时，在候问室待审的梁大
东、王新国异常紧张，不时伸手摸向别在腰间、子弹上膛的手
枪。

在对犯罪嫌疑人王新国讯问时，王新国答话含糊不清，
矛盾百出，路秀峰站起身来准备对他进行例行检查。王新国
猛然窜起，撩开上衣前襟，伸手去拔别在腰间的两支五四式
手枪。路秀峰猛扑上去扭住其胳膊夺下手枪。

然而，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路明猛地抬头，发现梁大
东正隔着屋门的玻璃举枪瞄准民警。路明来不及多想，向正
在弯腰捡枪的路秀峰大喊：“注意后面！”话音未落，梁大东已
经踹开房门，朝民警疯狂开枪。

路秀峰迅速转身，冒着被子弹击中的危险，向嫌疑人梁
大东扑了上去，死死地抓住梁的小臂，迫使其双手高举，难以
平射。梁大东斜下枪口，再次扣动扳机，子弹击中了路秀峰
的后脑。路秀峰迎着枪口，忍住剧痛，再次顽强地用身体撞
向梁大东，拼尽全身最后的力气将嫌疑人逼退，为战友赢得
宝贵时间。然而，梁大东再次开枪，路秀峰胸口中枪，壮烈牺
牲。

凶犯梁大东在仓皇逃窜中被随后赶到的刘五兴等民警
当场击毙，王新国、白永胜被捕，三名犯罪嫌疑人所带的17支
手枪和剩余子弹全部被缴获。然而路秀峰却永远离开了他
热爱的工作岗位和亲爱的战友们，留下了妻子和三个幼小的
孩子。长期研究路秀峰事迹的天津铁路公安处退休民警徐
志良说，当时，如果不是路秀峰等人拼死搏斗拦下这3名犯罪
分子，他们到达东北后极有可能继续犯下大案，后果不堪设
想。

除了面对歹徒英勇拼搏之外，据路秀峰生前战友阴战军
回忆，路秀峰平时助人为乐，但又特别低调。“遇上旅客买票
差零钱，他总是先垫上，不管有没有机会要回来。”阴战军说，

“我觉得，路秀峰是一个纯粹的人。”
因为路秀峰的原因，“警察”这个词在其子路世强的心里

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18岁那年，路世强穿上警服成为一名
光荣的铁路警察，并追随父亲的足迹，屡立战功，先后荣立二
等功 1次、三等功 3次，受嘉奖 3次，并获得火车头奖章，书写
了一段父子铁警、两代英雄的传奇故事。

“这些年，不管是面对负隅顽抗的亡命之徒，还是为困
难群众雪中送炭，我始终记着，我父亲是烈士，我要继承父
亲遗志，不管在哪个岗位、遇到多大困难，一定得干好。”路
世强说。

新华社电 2018 年 4 月，一位报社记者给袁永康一家
拍摄了一张“全家福”：他的妻子抱着外孙女坐在沙发上，
女儿和女婿也在一旁，而袁永康却定格在 37 年前的照片
里。

袁永康，男，1943 年 11月出生，安徽省滁县（今安徽滁
州）人，1968年 8月，他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到长江航运公安
局江阴港派出所。

“他干起活来简直废寝忘食，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经常
深夜才回宿舍，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在工作。”曾与他同在黄田
港口执勤的民警季礼庆回忆道，当年黄田港是贯穿长江南北
的交通要道，每天有 1万余名旅客、2000余辆自行车、1000
余辆汽车在这里过江，经常有不法分子混迹其间。为了维护
港口平安，袁永康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积累与钻研，
练就了“火眼金睛”。从到黄田港口执勤至牺牲，袁永康共抓
获流窜犯罪分子200余名，查获被窃自行车300余辆，被群众
誉为“港口哨兵”。

袁永康以港口为家，把群众当作家人看待。在港口，经
常能看到他扶老携幼的身影。一次，一位迷路的老婆婆来到
民警值班室求助，袁永康不仅买来饭菜给她吃，还千方百计
弄清她的家庭住址，给她回家的路费。1971年的一天，一位
过江旅客失窃价值500元的财物，听到消息，正发高烧在家休
养的袁永康马上赶到港口，连续工作几天，直至破案并追回
被盗财物。

1981年 5月 12日上午 9时 30分左右，袁永康在长江南
北水陆交通枢纽黄田港口执勤，将一名可疑人员带至值班室
审查。犯罪分子突然起身用拳头猛击袁永康太阳穴并用尖
刀刺破其甲状腺动脉。

袁永康身负重伤却没有退缩，用尽全力紧紧卡住歹徒
的颈部，并厉声警告他：“你逃不掉了！”然而，身中 24刀的袁
永康最终因伤势过重，英勇牺牲。那时，他的女儿才 15 个
月。

1981年 6月 30日，江苏省人民政府追授袁永康革命烈士
称号；同年7月16日，公安部追授其一级英模称号。

袁永康牺牲后被安葬在江阴市革命烈士纪念馆。每年
清明节期间，江阴市公安机关都会组织民警前往革命烈士纪
念馆，缅怀先烈丰功伟绩，牢记历史使命，激励全体民警继承
革命传统，弘扬先烈精神，建设一流公安队伍。

“袁永康浴血斗歹徒的英勇壮举深深感动和打动了我，
作为一名刑警，我将牢记英烈事迹，弘扬英烈精神，砥砺前
行、努力奋斗，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战斗在侦查
破案的最前线，用行动谱写一曲曲侠肝义胆的铁血赞歌。”江
阴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案中队民警季波泽说。

袁永康：用生命擦亮警徽

▶禹州市豫西抗战纪念馆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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