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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探访中原“红色地图” 32

一座欧式风格的青砖

小楼坐落在鲁山县委大院

之内，初冬的阳光为小楼镶

上了金边，熠熠生辉。小楼

门匾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原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原

副主席刘华清题写的“豫西

革命纪念馆”7 个烫金大

字。现在，这里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11 月 20

日上午，记者来此感受 70

多年前的革命岁月。

刘邓大军移师豫西
运筹帷幄解放中原

——探访豫西革命纪念馆

六旬老汉身居山林
为烈士守灵十余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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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做好致富文章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挺进豫西逐鹿中原势如破竹追穷
寇尽收北国，决战淮海饮马长江壮若卷
席歼余顽一统金瓯。”这是纪念馆大门
两侧的楹联，为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中
共河南省委原副书记李宝光同志所
题。她的丈夫是著名的“两弹一艇”元
勋刘杰同志，曾任原国家二机部部长，
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这对革命伉俪
都曾在鲁山战斗、生活过，与这里结下
了不解之缘。

来到纪念馆二楼，东南角一间十多
平方米的屋子里摆放着木床、木椅等几
件漆色斑驳的老家具，一部手摇式电话

摆在床边条几之上，仿佛正在等待前方
战场的消息。当年，邓小平同志曾住在
这间房屋里，运筹帷幄中原解放战争。

据鲁山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于
庆彬介绍，1947年 6月，国民党部队虽
然在装备上和兵员上仍占优势，但有生
力量已经受到严重打击。中国人民解
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中
共中央审时度势，毅然指挥刘邓大军于
是年8月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挺进豫
西，拉开了战略大反攻的序幕。同年 9
月，华东野战军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至
此，三路大军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
互为掎角的态势。

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后，迅速歼灭
了豫西之敌的有生力量，接连解放了
豫 西 诸 县 ，开 辟 了 豫 陕 鄂 解 放 区 。
1947 年 11 月，鲁山县解放，豫陕鄂边
区后方工作委员会即进驻县城，并在
鲁山建立了豫陕鄂边区后方司令部及
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下辖 8个地委、
8个专署和 8个军分区及 51个县级人
民政权。1948 年 4月，刘邓大军撤离
大别山，师出豫西同陈谢兵团和华东
野战军会师。6月，撤销豫陕鄂边区建
制，在鲁山县建立中共豫西区党委、豫
西行署和豫西军区，下辖 6 个地委、6
个专署、6个军分区。1949年 2月，豫
西区建制撤销，在鲁山县宣布成立中
共河南省委。

豫陕鄂边区及豫西区党、政、军领
导机关驻鲁山期间，鲁山县是豫陕鄂边
区及豫西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领导
全区开展组织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

设、武装建设和军事活动。邓小平、刘
伯承、陈毅等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
区、中原野战军领导人，多次在鲁山主
持召开重要会议，鲁山在全国解放战争
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座小楼也是
豫陕鄂前后方工作委员会旧址。

1948年 4月 25日，在鲁山召开的
豫陕鄂前后委联席会议上，邓小平作了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
略》的重要报告。报告敏锐洞察并正确
解决了事关推进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
程的军队建设、党的建设问题，客观论
述了市场与政治、经济、人民生计的关
系，以及保护发展市场的政策策略。在
此基础上通过以后几十年的探索、实
践，形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理论。报告充分
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深邃的政治智慧、一
往无前的革命坚定性、一贯的求实作
风、一心为民的高尚品格。

1948 年 1 月，中共豫陕鄂边区后
方工作委员会为了及时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报道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筹办
了《豫陕鄂日报》。1948 年 6月，随着
豫陕鄂边区的党、政建制取消，中共豫
西区委员会、豫西区行政主任办公室的
建立，《豫陕鄂日报》更名为《豫西日
报》，由毛泽东同志题写了报头。1948
年 7月 1日，《豫西日报》正式创刊。报
纸为四开四版，发行量为20000份。创
刊号上，刘伯承亲笔题词：“通过群众路
线，实现正确政策”。1949年 3月 8日，
豫西日报社迁至开封，后与开封日报社
合并为河南日报社。③9

□本报记者 张建新

范钦宪这个名字在鲁山县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事迹
不仅感人，更代表着当代人对革
命先辈的敬仰、对革命精神的传
承。

11月 20日下午，记者驱车
40 多公里山路，从鲁山县城来
到团城乡。这里位于深山区，初
冬时节，漫山遍野的树木开始凋
零，显出几分萧瑟。

“走，我带你们上去看看。”
66 岁的范钦宪穿着薄袄，戴着
眼镜，说话沉稳，给人感觉像是
一位退休老教师，但他其实是一
名焊工。

走了大约 300米山路，烈士
陵园逐渐从郁郁葱葱的山林间
显现出来。推开铁门，陵园内松
柏苍翠。这里安葬着 32位革命
烈士。

1944 年，由于日军的烧杀
抢掠，范钦宪的父母从鲁山县董
周乡白庙村逃荒要饭到团城乡
一座小庙里生活。团城乡解放
后，范钦宪家里分到了土地、房
屋，解决了温饱。父母从小就教
育他不能忘本，范钦宪听在耳
里，记在心里，从中学毕业后，就
坚持为烈士扫墓。

团城曾经是解放战争和剿
匪战争的激烈战场，不少革命战
士牺牲在这片热土上。由于受
战争年代的条件限制，这些烈士

的遗骨多葬于荒山野岭，历经风
雨剥蚀，不少坟墓已成孤丘。对
此，范钦宪内心十分不安，重新
安葬烈士遗骨就成了他的一大
心愿。

2006 年，范钦宪开始对烈
士的事迹和墓地分布进行走访
调查，历时两载终于弄清了 19
名烈士的生平事迹和墓穴分
布。他把自家的一棵大桐树伐
掉做了 19 口小棺材，翻山越岭
把 19 名烈士的遗骨逐一起出，
重新装殓后安葬在团城烈士陵
园里。随后，他又购买了 100多
棵柏树植于陵园内，从一里多外
的河中挑水浇灌。2008 年，范
钦宪在烈士陵园东墙外搭起几
间板房，把家安在了这里，义务
担负起守护陵园的任务，这一干
就是11年。

走在陵园内，范钦宪为我们
讲述烈士生前的英勇事迹。“徐
明烈士就义后，他的妻子和儿女
都未能幸免。”范钦宪介绍，徐明
烈士是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 2
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获，绑在两
棵大树上，任凭严刑拷打，始终
保守党的秘密，后被折磨致死。
徐明烈士的大儿子被敌人推下
山崖，妻子被枪打死，襁褓中的
幼女被摔死，全家人无一幸免。
说到此，范钦宪的眼眶湿润了。

夕阳的余晖洒在烈士墓碑之
上，范钦宪俯下身子，用衣袖将墓
碑上的尘土和落叶拭去。③9

□本报记者 张建新

豫西整党会议纪念馆位于鲁山县
城东 13公里的辛集乡程西村，原为程
氏祠堂。1948年 9月 13日至 10月 25
日，中共豫西区委员会扩大会议（整
党会议）在这里召开。出席会议的主
要有中共中央中原局主要领导、豫西
区党政军主要领导及广大干部。10
月 15日，邓小平到会传达了中央九月
会议精神，并针对整党工作作了重要

报告。
时光荏苒，71年过去了，豫西整党

会议纪念馆内还保持着原来的陈设，在
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正奔走在康庄
大道上。

“买葡萄，去辛集。”在平顶山市区
生活的人都知道，辛集乡近些年大力发
展葡萄种植，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葡萄
之乡”。

近年来，辛集乡依托牛郎织女文
化名片优势，坚持因地制宜、科学发

展，鼓励和支持群众大力发展葡萄种
植。在全乡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
该乡葡萄种植规模从最初的几十亩发
展到现在的万余亩，年产值超亿元，已
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的
主导产业。

为进一步打造辛集葡萄品牌，助推
辛集乡脱贫攻坚事业，夯实乡村振兴基
础，辛集乡连续三年举办葡萄采摘节活
动，丰富当地的文化生活，吸引客商前
来采购葡萄，增加群众收入。

2006 年，辛集乡被认定为无公害
产品产地，2012 年成为全省科普示范
基地之一，2013年 8月荣获原国家农业
部“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称号。辛集乡
葡萄也早在2007年就被原国家农业部
认证为无公害农产品。

目前，该乡有 26个行政村种植葡
萄，其中 16 个行政村大面积、连片种
植，总面积达1.3万余亩，最高亩效益近
2万元，年产值超亿元，有 1800多户农
户通过葡萄种植脱贫致富。③9

豫西革命纪念馆⑨6

位于鲁山县辛集乡程西村的豫西整党会议旧址 ⑨6 鲁山邓小平旧居 ⑨6

本版图片均为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摄

一枝一叶总关情 桩桩件件照初心
——中牟县主题教育“聚”民生“改”出新气象

□本报记者 杨凌
本报通讯员 吕运奇 张轶华

“有了 24 小时自助服务厅，晚上
也能查询违章、缴费，节省了不少时
间。”司机赵师傅赞不绝口。为尽快解
决企业群众办事难、慢、繁问题，前不
久，中牟县投资 500余万元，在新老县
城分别建设了 24小时自助服务厅，涉
及税务发票领取、车辆违章查询及缴
费等40余项业务。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中牟县将学、查、改贯穿起来，瞄
准民生“靶心”，聚焦难点热点，花大力
气整改，着力改出人民群众满意的新
气象新变化。

深入调研 坚持问题导向

一个院落，几条板凳，聊的是民风
家事，谈的是大事小情……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中牟县坚持问题导向，由县
处级干部示范带动，通过调研征求意
见建议 3674 条，建立问题清单 921
个，梳理总结 22类群众急难愁盼的民
生问题。在全县主题教育工作推进会
上，县委书记潘开名带头立下“军令
状”，“整改不完成，决不收兵！”

地处老城中心的部分老旧小区，
基础设施均不同程度破损，物业管理、

人居环境、公共设施较落后，成为困扰
群众的“老大难”问题。中牟县县长楚
惠东多次实地调研、现场督导，将居民
提出的 43项需求清单全部纳入改造
范围。截至目前，桃源小区、公路局家
属院改造已全面完成，实现了“路平、
水畅、灯亮、景绿、宜居”目标，整体效
果初步显现。“过去是脏乱差，没法看，
如今洁净美，看不够，政府为咱老百姓
真是办了件大好事！”桃源小区居民兴
奋地表达喜悦之情。

为了解决基层党员想“充电”而又
鲜有高端培训机会的问题，县委组织部
利用“双休日大讲堂”，邀请清华大学郭
建宁、国防大学李兵等7位知名专家教
授作辅导讲座，万余名党员干部现场聆
听，纷纷表示解渴又过瘾；依托“万名党
员进党校”活动，举办“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培训班25期，近万名基
层党员受训；深挖红色资源，将县烈士陵
园打造成全县红色教育基地，供全县2.9

万名党员案例教育、实地参观等使用。

立行立改 办实事解难题

简单问题即知即办，复杂问题分
类落实，共性难题专项办理。中牟县
强化措施，夯实责任，建立健全督导考
核体制机制，全力推进民生实事、人大
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形成
五级责任体系抓推进、三重工作机制
抓落实的工作氛围，确保保质保量办
好、办实、办到位。

“现在出门真方便，电动新公交干
净又环保，老人免费，市民、学生刷卡
还有优惠。”经常接送孙子上下学的老
李由衷赞叹。而在两三个月前，他还
经常为出行晚点发愁。那时，中牟城
市公交车线路、车辆少，收发车时间点
不固定。针对群众的期盼，中牟县投
资 1.25 亿元，购置新能源公交车 120
辆，新增公交线路 4条，新建首末站 2
个、公交站亭 72对、公交站牌 323个，

基本实现县城中心区域公共交通站全
覆盖，解决了多年来群众出行难题。

今年冬季，被供暖问题困扰近5年
的“森林里”小区业主们终于用上了暖
气。2015 年就已交付使用的“森林
里”因小区内没有合适供热站位置，供
暖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业主持续上
访。作为全县突出信访问题，今年又
一次摆到桌上，县城市管理局表态：无
论如何，必须让群众今年用上暖气！
经多方协调，问题最终得以解决。10
月 21日上午，小区物业代表业主给县
城市管理局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

针对大量民办幼儿园收费高问
题，中牟县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向普惠
性幼儿园转化，目前已完成 3 所，23
所正办理移交手续，4所正申请认定，
全部移交、认定完成后，全县普惠性
幼儿园将达 92%，保教费将由每月
2000元左右降至 900元，受惠幼儿达
6000余名。

整出实效 看得见摸得着

围绕高质量发展需要，中牟县将
优化营商环境纳入专项整治，通过对
万邦市场周边交通整治、完善城区交
通安全设施、建成潘安湖生态公园等
措施，全县营商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有力保障了各类产业项目正常运行。
9月 22日，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开
门迎客，仅国庆节期间，就接待游客14
万人次，好评如潮，成为中原文化对外
传播的新窗口、新名片。

县教体局试点小学生午餐配置，延
时服务解民忧；县卫健委实行诊间支
付解决群众看病难；县市场监管局建
设无人药房，整治提升豆制品加工坊
确保“舌尖”安全；姚家镇实施绿、亮、
净、美、硬“五化”工程，村庄面貌焕然
一新；围绕乡村振兴，探索出官渡镇孙
庄村股份化改造、姚家镇春岗村合作
化经营、狼城岗镇北堤村公司化运作

等模式，仅孙庄村就实现集体经济从
“0”到群众分红120万元的突破……

一枝一叶总关情，桩桩件件照初心。
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让广大群众切
身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气象——

作风切实转变了。在郑州市委第
三巡回指导组指导下，中牟县干部精
气神进一步提振，学习研讨脱稿发言，
走心走实；基层调研“四不两直接”，一
竿子插到底；调研报告不深不实推倒
重来；整改落实现场检验……最近，一
名党员干部调研时与一名残疾贫困户
蹲地交谈，这种“和群众保持一种高
度”场景被群众抓拍，短短几天就在抖
音上获得2.7万个点赞。

基层确实减负了。“解决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为基层减负”共收集梳理问题
24个，已全部整改完成；截至10月底，
全县发文件同比下降34.2%；全县性工
作会议同比减少38.5%；累计开展县级
层面督查检查考核同比减少49%……

群众更加满意了。在征求意见测
评会上，340名“两代表一委员”、群众
代表进行打分，对全县主题教育开展
的满意率高达 98.7%。而群众的口碑
也是最好的评判。“我文化不高，不会花
言巧语，但是我真实地感受到了身边正
在发生的变化。”坐在8路公交车上，正
赶着接孙子放学的老李笑呵呵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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