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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晓东 赵慎珠
本报通讯员 余涛

竹沟三面环山，一面靠水，碧波微漾的大
沙河自北而南绕镇而去。这里风景秀丽，地势
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革命战争年代，斗争的烈火在此点燃：
1926年，竹沟镇建立党组织；1938年 6月，中
共河南省委由开封迁到这里；抗战时期，中共
河南省委、中共中央中原局、竹沟地委、竹沟县
委先后设在这里。

10月16日，秋风萧瑟。由周恩来题写馆名
的“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庄严肃穆，纪念馆由
一座座青砖灰瓦的明清民居组成，彼此相连，错
落有致，古朴温馨。长方形的院落一进又一进，
胡同窄窄，曲折幽深，建筑雕饰素雅，门窗敞
明。青砖铺地，寂静无声，行走其间，远去的历
史在一个个场景中越来越清晰。

1927年 4月，为迎接北伐军进入河南，遵
照周恩来关于在有条件的地方适时举行武装
暴动以策应北伐军的指示，共产党员马尚德
（杨靖宇）、张家铎等领导确山民众举行声势浩
大的武装暴动，首次解放确山县城，建立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县级人民革命政权——确
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

1938年 6月，中共河南省委由开封迁到竹
沟，这里成为河南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基地。
当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以刘
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
陇海铁路以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
工作。中原局很快打开敌后抗日斗争的新局
面，竹沟成为我党的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点。

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张爱萍、王国华、
陈少敏……一个个共和国的功臣来去匆匆，步
履坚定，他们在竹沟运筹帷幄，打开了河南、湖
北、安徽、江苏地区敌后抗日斗争的新局面，锻
造出一个“红色基地”“革命摇篮”。

“乌云之中见青天，竹沟就是小延安；一声

号令震破天，千军万马上前线。”刘少奇说，“延
安有党的领导，竹沟也有党的领导；延安有窑
洞，竹沟也有窑洞；延安有抗大，竹沟有党训
班；延安有延河，竹沟有条大沙河。这里真成
了小延安！”从此，竹沟便以“小延安”扬名全
国。

抗战时期，我党在竹沟开办了一系列的训
练班和学习班，每期学员达到几百人，他们毕
业后分配到大江南北、淮河两岸，组建了新四
军二、四、五师，其中一部分成为三、七师的骨
干力量。1938年 3月至 1939年 11月，竹沟先
后向敌后出兵 17批共 4800余人。同时，在竹
沟还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抗日救

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竹沟的重大革命作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

势力的极端仇视。1939年 11月 11日拂晓，国
民党反动势力以重兵突袭竹沟，我军民奋起反
击，终因敌众我寡，被迫撤离，敌人还用极其残
忍的手段惨杀我抗日军民 200余人，制造了震
惊中外的确山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和
全国抗日军民表示极大的义愤。毛泽东、朱
德、刘少奇、彭德怀、张云逸、彭雪枫等同志纷
纷发表演说和通电，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
罪恶行径。此后，竹沟地区的军民在我党领导
下，继续顽强地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③6

□本报记者 杨晓东 赵慎珠
本报通讯员 余涛

刘少奇办公室旧址门口，有一棵枝干遒劲的
石榴树。历经几十年的风雨，部分树干已经中空，
但整棵树仍在倔强生长，树叶翠绿，果实累累。

“这棵树是少奇同志亲手种下的。”在当
地，很多人都能说出与这棵石榴树有关的故
事。1939年 1月 28日，化名胡服的刘少奇，经
渑池、南阳来到竹沟。

“越过千重水，踏破万重山，胡服同志到竹
沟，妙计定中原”。刘少奇抓思想政治建设，在小

树林、草棚礼堂、留守处和教导队里，他多次给党
员干部做思想政治报告；在住室里挑灯工作，完
成了著作《论党内斗争》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有一天，刘少奇在竹沟走访老百姓时，发
现一个老乡家种着石榴树，他感慨说：“我们的
党员干部，就该像石榴树那样，扎根、开花，映
红竹沟，映红全国！”后来，这位老乡就把那棵
石榴树连根刨起，送给了他。少奇同志亲自动
手，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把它栽在了自己办
公室门前。

1966年，刘少奇遭受迫害，这颗无辜的石榴
树也被连根拔起，倒挂在石栏杆上暴晒。一位名

叫张锦明的村民，冒着生命危险，趁着夜色，在树
上剪下一枝植在小院里。在他的精心呵护下，石
榴枝生根发芽了。

1978年，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重新修复，
张锦明把石榴树移植到当年刘少奇栽种的老
地方。1998年 11月，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带儿
子刘源，与李先念夫人林佳楣一起来到竹沟，
听到石榴树的故事后，他们非常感动，见到张
锦明时，王光美紧紧握住了老人的手。

如今，在金风送爽的时节，这棵石榴树已
硕果满枝，犹如一个个红红火火的党组织在全
国遍地花开。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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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阅尽沧桑的石榴树

乌云之中见青天 竹沟就是小延安
——探访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本报记者 杨晓东 赵慎珠
本报通讯员 余涛

确山，是红色的热土，革命的圣地，是中共
中央中原局所在地。“小延安”竹沟镇是老一辈
革命家刘少奇、彭雪枫、李先念等战斗工作过
的地方，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战
斗于白山黑水的著名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出
生在确山县李湾村。1966年，在其故居建起了

“杨靖宇将军纪念馆”，馆内陈列的珍贵文物诉
说着这位民族英雄的光辉一生。

确山，三山三丘三分田，半分水路半庄园，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一方秀美的家园。

依托丰厚的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近年来，
确山县以创建旅游标准化示范县和全域旅游示
范区为抓手，以“红色文化为核心，自然山水为
特色，乡村文化为底蕴”，紧紧围绕“一山一水一
精神”，高调叫响“红色圣地·生态家园”文化旅
游名片，在“红土地”上做起了“绿文章”。

目前，全县有老乐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和确
山竹沟革命纪念馆两个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老乐山景区还是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点、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全国运动休闲小
镇、省级旅游度假区。此外，“梦里水乡美丽常
庄”、留庄稻田艺术公园、关沟农家乐、千年岭
国家农耕文化园等已形成品牌旅游产品，这些

旅游产品和老乐山、薄山湖、竹沟红色旅游景
区相映生辉，在全县区域内形成了有景、有花、
有果、有吃、有住、有玩、有学的大旅游格局。

确山县委书记路耕表示，确山县将持续弘
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不甘落后，敢为人
先，努力实现旅游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同频共
振，用美景帮群众敲开致富的大门，确保让 53
万老区人民早日走上小康路。

据介绍，2018年确山县入境游客近700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2.6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33.5%和 71.5%。全县已实现 73 个村、
16728户、50106人脱贫退出，贫困发生率降至
2.04%。③6

“红土地”上做起“绿文章”

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内景⑨6 李璞 摄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 熊家林）走进
江西省兴国县肖屋村，可以看到一栋青
砖黛瓦、飞檐翘角的传统客家建筑，这
便是“萧华将军故居”。当地每年都会
组织中小学生前来参观学习，每当学生
合唱团唱起童声版《长征组歌》，将军精
神也在一代代兴国儿女心中传承。

萧华，1916年出生，江西省兴国县
潋江镇人。1928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 3 月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同年 7 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年轻有为的他 17 岁任少共国际师政
委，22 岁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
司令员兼政委，23 岁任鲁西军区司令
员……

萧华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
剿”，在长征中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
部长、红2师政治委员，是我军公认的杰
出政治工作者。

1935 年 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后，
遇上拦路的彝族部落，战士们剑拔弩
张，萧华严肃地说：“没有命令，谁也不
许开枪，一定要遵守民族政策！”然后
他通过翻译，和彝民兄弟解释了此行
目的，并协助刘伯承同彝民首领小叶
丹结为异姓兄弟，在大凉山腹地播下
了革命的火种。到陕北后，他又参加
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
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华任八路军第
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平型关战斗，
后任第 343旅政治委员。1938年任八
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领导创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
1940年起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
员、第 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
治部主任，针对敌后斗争特点，加强部
队和民兵的政治工作建设，参与领导山
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萧华将军不仅是一名政治思想工
作高手，更是一名沙场骁将。1946年冬
天，解放战争大决战在东北拉开序幕。
国民党动用了 8个师计 10万之众发动
进攻，其中 52军的 25师，装备精良，有
蒋介石的“千里驹”之称。

在这场力量不对等的战斗中，萧华
指挥部队诱敌进入新开岭我军伏击区，
以少击多并大获全胜，毙敌 3150人，俘
获5877人，开创了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
战争中首次歼敌一整个师的先例。

抗日战争胜利后，萧华率先遣部队
进入东北辽东地区，开辟南满根据地。
1948 年起任东北野战军第 1兵团政治
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
兵司令员，先后指挥本溪、鞍海、新开岭
作战，率部参加临江、辽沈、平津等战
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萧华历
任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人民解
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部长、
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
任、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参与领导制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连队
管理教育工作条例》等。1975 年后任
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
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等职。
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萧华将军
还著有《长征组歌》《铁流之歌》等传世
名篇。1985 年 8 月于北京病逝，享年
70岁。

“年轻有为的萧华将军曾被称为
‘娃娃将军’，年少之时就胸怀为国为民
的情怀大义，他的事迹深深感染教育着
一代又一代爱国青年。”兴国县委党史
办主任张开泉说。

萧华

文武纵横的
“娃娃将军”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李建强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10月 17
日，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回荡在修武县
西村乡甲板创村委，在第六个“国家扶
贫日”，国网修武县供电公司联合该村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由班子成员带队
分组开展走访慰问，鼓励帮扶对象坚
定信心，实现早日脱贫。

近年来，国网修武县供电公司立
足行业特点，以电网建设改造为抓手，
以扶持产业发展、改善村容村貌、增加
村民收入为切入口，勇当脱贫攻坚排
头兵，“点亮”了贫困群众的脱贫路。

建设坚强电网畅通脱贫路

“以前晚上村里黑洞洞的，还经常
停电，现在村里新装了路灯，晚上村里
亮堂堂的，吃完饭还可以出去散散
步。”说起该县电力扶贫给村里带来的
变化，赵福堂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甲板创村位于修武北部山区，是
省级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生产
与生活用电问题突出，严重制约山村
经济发展。

修武县供电公司扶贫工作组进驻
该村定点帮扶后，便深入乡村，收集群
众诉求，听取群众心声，着力改善村里
的基础设施，提升贫困群众的生活质
量，2017年，修武县供电公司投入 45
万元，在甲板创村新建配电台区 4座，
改造低压线路 1.32千米。今年，向国
网河南省供电公司争取扶贫资金 4万
元，在村内安装 30余盏路灯，解决了
贫困群众用电问题。

修武县郇封镇后雁门村几年前还
是贫困村，随着旅游产业的带动，该村
周边形成了集种植加工、旅游休闲等一

体式特色小镇——“云台冰菊小镇”。
随着“小镇”的快速发展，原来的电力基
础配套已经不能满足生产的需求。

修武县供电公司了解到用电需求
和用电情况后，积极与基地园区负责
人对接。目前，已经更换 10千伏雁门
线路 12.3 千米裸导线为绝缘线，新建
台区 6 个，改造 0.4 千伏线路 10 条
16.38千米。

“供电公司对电力设施进行改造
后，完全满足了用电需求。有供电公
司的强大支持，公司一定会发展得越
来越好。”焦作市云台山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办公室主任孙文娜说。

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修武供
电公司充分发挥行业优势，以电力扶
贫为抓手，建立了电力扶贫档案，为村

民脱贫致富创造了条件，为精准扶贫
做好基础保障，切实帮助贫困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把党的扶贫政策落实到
每个贫困农户家里。

“我们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
共产党员，牢记党的宗旨，在脱贫攻坚
工作中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用实际
行动给予贫困户帮扶和关爱。”在当日
开展的主题党日活动中，修武县供电
公司党委书记王亚莉对公司党员干部
提出了要求。

发展特色产业拓宽致富路

“来尝一尝我家的蜂蜜，纯正蜂蜜
绝不掺假。”在甲板创象鼻山旅游产业
扶贫市场，甲板创村村民申太平正忙
着向客户推销自己家的蜂蜜。

甲板创村处于修武县内青龙峡景
区、静影寺景区、峰林峡景区三个景区
要道，虽山多地少，但旅游资源丰富，
来往的游客络绎不绝，土鸡蛋、土鸡、
蜂蜜、连翘、山药等纯天然、绿色无公
害的农产品，深受广大市民喜爱。

平整硬化场地、新建台区 100 千
伏变压器一台、改建高低压线路 250
余米……2017年年底，修武县供电公
司争取了 35万元扶贫资金，开发建设
了象鼻山扶贫旅游市场，解决贫困户
就业问题。今年 6 月份投入使用以
来，已经安排 36个贫困户上岗，累计
帮助村民增收8万多元。

“这个市场的 30 个摊位免费使
用，在家门口就可以卖特产了。”申太
平告诉记者，现在光卖蜂蜜，一年都有

1万元多收入。
修武县供电公司还根据村内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情况，制定详细的帮扶措
施：对贫困户开展职业技能教育，组织开
展了驾驶员、厨师等一系列培训班，增强
贫困户自身造血功能；联系县人民医院，
定期对村民开展义诊活动；对象鼻山旅
游市场进行流转，增加贫困户收入。

村民收入增加了，文化生活也要
跟得上。修武县供电公司驻甲板创村
扶贫第一书记姜继军积极向县扶贫
办、文化局等单位反映情况，落实相关
资金。眼下，村文化活动室建设项目、
农村大舞台等多个项目齐头并进，甲
板创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里变得亮堂堂，致富奔康在前
方。“修武供电公司将继续带着深厚感
情搞扶贫，以求真务实作风抓扶贫，把
群众脱贫当自家人，实打实做好工作，
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落到实
处，让贫困户脱真贫、真脱贫，力促各
项扶贫工作取得新的成效。”修武县供
电公司总经理李章存说。

修武供电公司

电力扶贫“点亮”脱贫攻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