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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块红土地血脉深处传
承的‘渡河精神’，点燃了决胜
贫困的激情岁月，将军渡畔正
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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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探访中原“红色地图” 34

黄河九曲十八弯，在

台前县孙口镇拐了一个九

十度的大弯，这里有一个

响亮的名字叫“将军渡”，

铭刻着中国革命史上一个

伟大的转折点。

“将军渡”里涛声急
——探访台前县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地

“渡河精神”
引领绿色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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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袁冰洁 王为峰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王为峰

一张张发黄的照片，一个个动情
的故事，一段段难忘的回忆……在台
前县孙口镇将军渡，这个当年刘邓大
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的地方，岁月
仿佛走得很慢很慢，72年前的渡河故
事仍然在口口相传。

“父亲作为渡河船工队的一员，就
是从这里出发，冒着炮火，载着先遣部
队强渡黄河的。”11月 25日，站在黄河
古渡口畔，王占银绘声绘色地讲述着
当年的场景。

王占银的父亲王怀信，渡河时只
有21岁。

“听父亲说，渡河前夕，一位部队
首长找到村上干部，说要找水性好、撑
船技术好、不怕牺牲、年轻力壮的村民
去当水兵，父亲第一个报了名。”王占
银自豪地说。

在支援渡河前，王怀信每晚都要
苦练划桨、掌舵、撑篙，还要学习隐蔽、
抢救等技术。渡河当晚，12只载着先
遣部队的小船从孙口渡芦苇中划出。
王怀信的任务是摆渡“小 1号”船，船
上共有 5名战士。出发前，首长对他
们说：“这是战场，生死难定，你们怕不
怕死？谁要怕死，现在就可以回去。”
大家都坚定地回答：“不怕！”

“ 除 了 枪 林 弹 雨 ，当 时 水 流 湍
急，黄河水面也比现在宽，战士们先

把船拉到上游一里多远的地方，再
顺流划到对岸渡口。”王占银一边
说，一边模仿着渡河的动作，“父亲
猫着腰，使劲划船，不到一刻钟就把
先 遣 部 队 送 到 了 对 岸 。 没 等 船 靠
岸，先遣部队就下船蹚水，直冲国民
党军队的防御阵地，国民党士兵吓
得抱头鼠窜。”

对渡河的故事，王怀信的孙女王
丽民同样耳熟能详：“当先遣部队控制
了敌军火力后，白色信号弹冲天而起，
刘邓大军主力部队布置在黄河北岸的
大炮开始全线轰击，敌人阵地变成延
绵不绝的火海。”

“那一夜，爷爷共往返了 6趟。”王
丽民感慨地说，“一颗子弹贴着爷爷的

肚皮飞过，留下了携带一生的伤疤，这
也是我们一家的光荣印记。”

昔日荒凉的黄河渡口，如今早已
旧貌换新颜。纪念碑脚下的孙口村小
学取名“将军渡小学”，就连商店、工
厂、酒店、黄河浮桥也都以冠上“将军
渡”为荣。

在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里，一
艘木制大船吸引着观众的目光，船名
为“爱国号”。工作人员介绍，当年刘
伯承和邓小平就是乘坐“爱国号”渡过
黄河的。

将军渡小学的孩子们经常会来到
纪念馆，他们围在木船前，一遍遍听老
师讲战争年代的故事——木船带着他
们划进历史，更驶向未来。③9

1947年 6月 30日，刘伯承、邓小
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孙口为中
心渡口，在东西长 150 公里的河段
上，强渡黄河天堑，千里跃进大别山，
进而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
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的序幕。

那么，历史为什么会选择“将军
渡”？

“选择孙口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的中心渡口，有党中央决定实施战略
反攻的宏观决策背景，又有孙口作为
黄河中下游一带水路交通枢纽位置
优势的客观原因，更有台前广大人民
群众的无私奉献。”11月 25日，台前
县文史学者岳耀喜介绍，“孙口恰好
就处在这个历史的结合点上。”

“重庆谈判”后，蒋介石单方撕毁
“双十协定”，人民解放战争由此爆
发。人民军队经过一年的大作战，战
争形势和敌我力量都发生了重大变
化，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
战，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条件
成熟。当时，中央军委给刘邓大军布
置的战略方针，就是“晋冀鲁豫野战
军主力中央突破、南渡黄河，直趋大
别山”。

岳耀喜说，从地理上看，此处黄
河是由豫北平原进入山东丘陵地带
的过渡带，河床较窄，水势稳定，易于
渡河，为黄河中下游的水路要冲，是
连接鲁西南和鲁西北的交通枢纽。
从群众基础来看，台前县是革命老
区，台前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艰
苦卓绝的浴血抗战，革命思想觉悟
高。

1947 年 6 月 23 日，刘邓大军主
力四个纵队 12万人，由安阳西北的
蒋村出发，奔向鲁西黄河北岸。6月
30日夜 12时，指挥部下达渡河命令，

二纵先遣部队率先在孙口强渡。先
遣连的勇士们乘上 12只木船，船头
架起机舱，迅速向南岸驶去，不到一
刻钟即抵达对岸。敌人发觉后猛烈
阻击，北岸解放军炮兵阵地发起攻
击，掩护部队过河。一夜间，国民党
部队精心布置的自诩“足抵 40万大
军”的黄河防务全线崩溃。美国军
事顾问团接到战报后惊呼：“东方的
马其诺防线失守了！”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迅即发
起鲁西南战役，经过 28 天激战，歼
敌 4 个整编师 9 个半旅共 5.6 万多
人。接着，部队南征，从国民党数十
万军队的包围中杀开一条血路，在 8
月底胜利到达大别山区，完成千里跃
进的壮举。

此后，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
军 30万人在此转战，林彪、罗荣桓率
领 50 万东北野战军从此向江南进
军。孙口渡口被称为“将军渡”的美
名，也由此而来。

“将军渡”更是“人民渡”。当年，
为支持刘邓大军渡河，台前人民掀起
了参军和支前的热潮，涌现了妻送
郎、父送子、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场景。

在支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的过
程中，孙口渡口全体水手和民工不顾
对岸敌人炮火阻击与空中敌机骚扰，
在急流险滩中昼夜抢渡，一夜往返运
送部队八九次之多。刘邓大军强渡
黄河后，1.2 万余名台前儿女又从孙
口出发，动用担架 1200 余副、大车
200余辆、牲畜400余头，冒着枪林弹
雨随军南征，足迹遍及苏、鲁、皖、豫
四省五十余县，行程近万里，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和
重要贡献。

时光飞逝 72 载，但刘邓大军强
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故事，从
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在台前人民心中
模糊半分。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台前县以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地
为依托，沿临黄大堤规划建设了将军
渡黄河游览区。高耸入云的纪念碑、
气势恢宏的纪念馆、栩栩如生的百米
浮雕碑廊，吸引着人们来这里追寻历
久弥新的红色印记。

冬日的暖阳洒在“将军渡”，看滚
滚黄河奔流到海不复回，那波澜壮阔
的历史涛声，在人们的耳边经久不息
地回响。③9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王为峰

11 月 25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有限公司援建孙口黄河生态湿地
高效农业园区正在加紧建设，园区
将通过物联网、自动传感等技术，实
现农业生产的科学化、工业化和智
能化。

“项目投产后可年产无公害蔬
菜水果 300万斤以上，实现年销售收
入 700万元，在助力脱贫攻坚、实现
乡村振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台前县孙口镇党委书记刘本更
满怀希望地说。

孙口镇地处黄河背河洼地，“冬
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年年有洪
涝，岁岁闹饥荒”曾经是这里的真实
写照。如今，这块红土地血脉深处
传承的“渡河精神”，点燃了决胜贫
困的激情岁月，将军渡畔正经历着
天翻地覆的变化。

孙口镇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建成
县城新区，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规划
为产业集聚区，羽绒制品、汽车零部
件、能源化工三大主导产业蓬勃兴
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正在
形成。

经济快速发展彻底扭转了老百
姓的生产、生活条件，孙口镇辖区供
水、供气等六大基础设施配套更加
完善，建成了四通八达的路网和一
批公园、游园和绿地系统，群众居住
条件明显改善，教育、医疗、卫生、扶
贫等各项保障更加有力，百姓生活
芝麻开花节节高。

“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军
民团结、浴血奋战凝成的‘渡河精

神’，已成为台前继往开来、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动力源泉。”濮阳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台前县委书记常奇
民说。

台前县是我省四个深度贫困县
之一，也是“三山一滩”脱贫攻坚主
战场。脱贫攻坚号角吹响后，台前
县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打出了“转
扶搬保救，光电教金险”的脱贫攻坚

“组合拳”。该县建设和改造扶贫车
间 124 个，各类扶贫产业遍地生金，
华电 100 兆瓦、协鑫 20 兆瓦、大亚
20兆瓦集中式光伏扶贫项目和 118
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相继并网发
电，黄河滩区居民迁入新居，为今年
年底实现高质量脱贫摘帽奠定了坚
实基础。

当年，刘邓大军在此强渡黄河
天堑；如今，台前已成为我省向东出
海的开放前沿。连南贯北的京九铁
路与承东启西的晋豫鲁铁路在此交
会，形成互通式交通“黄金十字”；范
台梁高速即将建成通车，京九高铁
台前段积极推进，日照港台前石化
能源物流园等具有重大支撑作用的
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一幅跨越转
型、绿色发展的动感画卷，给人带来
无限欣喜。③9

台前县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 王为峰 摄

当地学生举行活动缅怀英烈精神传承红色文化 王为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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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延津县人民检察院开展了一系列警示教育活动，
通过组织党员干警到县烈士陵园、革命历史馆、廉政文化馆、
看守所等地参观学习，集中观看廉政教育片，进一步锤炼党
员干警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治检。
在县烈士陵园，全体干警衣着整洁、列队整齐，通过向烈士纪
念碑敬献花篮、鞠躬默哀，重温入党誓词，聆听延津革命斗争
史，进一步坚定了党员干警的初心，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怀，深
化了他们对主题教育内涵的认识。在廉政文化馆，党员干警
们参观了廉政文化展览，了解国家和延津县70年的纪检监
察发展历程，使大家进一步理解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和每个
党员应做到知敬畏、守底线、牢记初心使命的重要意义。在
县看守所内，通过参观高墙电网内的监区，让大家认识到不
把权力和私欲“装进笼子”里自己就会“进到笼子”里的深刻
道理。在电影院通过观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让党员干警
明白了祖国的成长与进步和每一个中国人息息相关，使大家
深刻意识到新时代检察人的责任和担当。通过系列集中警
示教育活动，大家深刻意识到不仅要守好初心，更要守好底
线，认真履职担当，争做让党和人民放心、忠诚干净担当的
新时代检察人。 （申艳香 刘艳）

开展警示教育 强化责任担当 今年下半年,南阳卧龙区检察
院结合南阳市检察院开展的“清三
违、保送水”专项监督活动,印发了
《关于加强南水北调沿线两侧污染
防治、保护母亲河公益诉讼专项监
督活动的实施方案》，决定开展为期
两年的专项监督活动,重点查办污
染南水北调干渠两侧一、二级保护
区环境,及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
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
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行为。活动开

展以来,该院积极协调环保、水利等
部门建立协作机制,突出预防,推动
行政执法机关严格执法,提升对生
态环境和资源的监督管理能力和水
平,确保生态污染防治公益诉讼专
项监督活动落到实处。积极履行诉
前程序,发出检察建议 7件,同时抓
好跟踪问效，调动相关部门参与公
益保护积极性,促进公益损害问题
的解决,现已全部采纳并进行了整
改。特别是靳岗、武侯、百里奚街道

办事处在接到检察建议后,不但对
检察机关提出的 10 个问题予以整
治,而且举一反三,排查沿线影响河
道的违章建筑十余处并及时予以拆
除,同时督促河道施工企业加快施
工 进 度,改 变 原 来 的 污 水 横 流 现
象。今年 10月份,市人大常委会视
察组在对全市公益诉讼工作进行专
项视察时,对卧龙区南水北调沿线
十二里河公益诉讼整治效果予以肯
定。 （胡皓 李郑阳）

为发挥人大代表履职实效，打
通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最后一厘
米”，近日，中牟县青年路街道人大
工委创新人大代表接待方式，搭建
选民预约人大代表掌上平台。11月
13 日，“代表预约”小程序正式上
线。选民通过扫描小程序二维码，

进入“代表预约”，可以了解到该街
道人大代表个人信息、每月 15日进
站接待选民值班信息等。了解人大
代表基本信息后，选民通过预约通
道在线预约人大代表。后台工作人
员会根据选民预约时间段、预约人
大代表组等个性化需求，安排人大

代表和选民见面。选民通过预约程
序随时预约人大代表，打破了传统
15日进站反映问题的不变性，选民
有好的建议、有解决不了的难题，通
过“代表预约”随时向人大代表反
映，为选民与代表的沟通联系提供
了极大便利。 （张蒙）

公益诉讼助力南水北调沿线内河整治

创新方式 架起代表联系选民“高速路”

12月 10日上午，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郑州市市政
工程房屋征拆指挥部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轨道交通三
期工程征迁工作，各辖区（管委会）征收办主任和地铁集团主要
领导参会。

据12月 6日郑州市组织召开的“郑州市轨道交通三期规划
建设工程前期工作动员会”会议精神，为加快推动轨道交通工
程建设，会议听取了设计单位对3号线二期、6号线一期、7号线
一期、8号线一期、12号线一期项目征迁情况汇报，地铁集团就
征收要件办理情况进行了说明。金水区、二七区征收办主任围
绕轨道交通三期建设工程征迁工作作了表态发言，将坚决按照
市委、市政府要求，统筹安排好征迁工作，精心组织，按时完成
征收任务，确保工程按期开工建设，确保2024年前郑州市第三
期轨道交通线路通车运营。

在听取设计单位对轨道三期工程线征迁情况、地铁集团征
收要件办理情况汇报后，会议要求，作为征收部门，思想上要重
视轨道交通三期建设工程，给辖区领导当好参谋助手，按照市政
府时限要求，扎实做好征收工作。一是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二是要完善机制、明确责任。三是落实奖惩，抓两头、促中间，确
保按时完成征迁工作。四是要坚持阳光征收、和谐征收、依法征
收，为轨道交通三期工程建设当好开路先锋。 （李春 王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