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一条墨绿色的军毯，磨出了核
桃大小的洞，它静静地躺在郏县八
路军豫西抗日纪念馆内，吸引了一
批又一批参观者驻足观瞻。

“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军
毯，却见证了郏县人民与八路军的
鱼水情深。”郏县安良镇机关干部、
纪念馆工作人员魏裕容为我们讲
述了有关这条军毯的感人故事。

1944年 4月，日寇调集 9万多
兵力，从河南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同年12月，八路军总部在一二九师
三八五旅基础上，抽调太行军区第
一、第二、第四、第五军分区各一个
连，组建了河南人民抗日军第六支
队，素有“军中猛张飞”之称的刘昌
毅任司令员，挥师豫西。

1945年 3月，刘昌毅率军围攻
宜阳西赵堡时染上了麻风，下肢瘫
痪、卧床不起。为了让他更好地养
病，部队用担架将刘昌毅转移至禹
县，隐藏在文殊镇刘扒村。“到达禹
县后，部队派出两名士兵，四处寻
医问药。”魏裕容说。

李干卿是郏县白庙乡赵庄村
人，时年 47岁，擅长针灸，在禹县
神垕一带行医。得知情况后，李干
卿毛遂自荐，前去为刘昌毅治病。
经过针灸和艾灸治疗，一个时辰
后，刘昌毅下肢恢复知觉，直赞李
干卿妙手回春。此后，李干卿每天
都给他进行一次针灸。

“治病期间，爷爷发现这支部
队的战士都亲民爱民，于是竭尽所
能去给刘昌毅治病。”李干卿的长
孙李红回忆，从神垕到刘扒村有19
公里山路，道路难行且易暴露行
迹，于是李干卿将刘昌毅接到神
垕，住进他家隔壁的老庙。

刘昌毅住到神垕后，李干卿每
日为他针灸、煎药，全家八九口人
轮流给他送饭，还拿出家里珍藏多
年的老酒，用来给他活血化瘀。经
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刘昌毅康复如
初，离开神垕。

1945年 9月，八路军南下桐柏
与新四军五师会师。临别时，刘昌
毅专程赶到李干卿家中，赠送给李
干卿一把缴获的军刀和一幅珍藏
多年的字画，以及他生病期间一直
盖着的、也是他唯一的一条军毯。

后来，刘昌毅参加了淮海战役
和西南战役，立下赫赫战功，并在
部队担任重要职务，1955 年被授
予中将军衔。直到 1999年刘昌毅
逝世前，他都一直惦念着李干卿，
多次安排工作人员及家人前往探
望。李干卿和家人从来没有向刘
昌毅提过任何诉求。

“爷爷说过，他这辈子最值得
骄傲的事，就是治好了刘司令的
病。”李红说。1982年，84岁的李
干卿身体每况愈下，他在弥留之际
交代李红，一定要把这条军毯和刘
昌毅赠送的字画保存好。

革命文物的价值在于照耀后
人。1995 年前后，郏县老促会在
民间征集文物，并计划在郏县安
良镇曹沟村筹建八路军豫西抗日
纪念馆。和家人商量后，李红把
军毯和字画无偿捐献出来，还将
李干卿抓药用过的戥子及铜秤悉
数捐赠。

2014年，纪念馆落成，展出了
抗日战争时期的枪支弹药、大刀
红缨枪及当时使用的作战地图、
宣传刊物和生活用具等。珍贵的
历史图片、翔实的历史资料，再现
了硝烟滚滚的抗战场面，也反映
了郏北抗日军民顽强斗争的英勇
事迹。

如今，豫西抗日根据地曹沟旧
址先后被评定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
基地、国家老促会“弘扬老区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示范基地、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和省级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省中共党史教育基
地、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

军毯、红缨枪、老式地图……
如今，岁月静好，这些老物件静静
地躺在纪念馆内。虽然已经成为
历史，但它们在革命年代发出的
光，永远不灭。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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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红利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孙静 史长来）5
月 12 日，在郑州居住的开封市民
谢先生，来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
片区综合服务中心办理公司注册，

“公司注册地虽然在开封，但手续
在郑州就能办，营业执照也能在郑
州领，不用来回跑。”

谢先生是“郑开同城自贸通
办”协议的尝鲜者、受益者。当日，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开封两片区
正式签订“郑开同城自贸通办”协
议，标志着两片区实现了涉企行政
审批服务事项跨片区通办。

省商务厅副厅长王军表示，为
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制
度创新优势，加快推进郑州与开封
同城化，两片区从涉企事项通办改
革这一“小切口”入手，推动跨区域
协同、联动式创新，可有效解决异地
办事“两地跑”“折返跑”等难题。

据了解，首批通办事项共 255

项，涵盖企业设立、项目建设、经
营、注销等企业全生命周期，包括
外商投资公司设立登记、税务登
记、企业投资备案、原产地证书签
发、出口退（免）税等行政审批和服
务事项，涉及市场监管、税务、发
改、海关等部门。其中，企业档案
异地查询、异地税费缴纳和缴款开
票等30项为全省率先实施。

首批通办事项中，网上可办事
项占比达98%以上。对于网上可办
事项，片区鼓励企业线上办理，片区
将加强咨询辅导；对于线下办理事
项，提供现场帮办、异地受理、免费
邮寄、异地领证等服务，实现同城化
待遇；对于证明类事项，提供网上核
验服务，实现当场领取证明材料、异
地互认。

两片区还对所涉及事项的审
批标准、材料要求、服务流程和审
批时限等进行了统一。③6

郑开同城 自贸通办
首批共255个涉企事项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俺家
也有‘不动产’了！”5月 11日，辉县
市首批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颁证
仪式在冀屯镇亮马台村举行，320
户村民领到了鲜红的不动产权证。

一拿到自己的“红本本”，村民
张天利便迫不及待翻开，仔细查看
房屋面积、用途等内容。“俺家房屋
宅基地从此有了‘身份证’，心里更
踏实了。”张天利笑着说，“这个产
权证还可以进行抵押贷款，下一步
打算做点小生意，增加收入。”

据了解，农村“房地一体”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开展以来，辉县市充
分发动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基层力量，让广
大农民了解领取不动产权证可以

加强权益保护、增加收入的重大意
义，激发了农民的主动性，顺利推
进了确权登记工作。

冀屯镇作为乡村振兴示范镇，
坚持试点先行、以点带面，推行宅
基地改革，并率先 100%完成有偿
使用费收缴任务，为深化改革、确
权颁证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全
镇已完成17个村9483宗地的不动
产登记外业调查。

“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
证赋予农民土地房屋财产权，让不
动产‘动’起来，激活农业农村发展
动能，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改革红
利，必将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
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辉县
市委副书记王慧敏说。③6

不动产“动”起来

辉县市320户农民喜领“红本本”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您是
否遇到需要发改部门优先解决的
民生问题和发展难题？您最希望
发改部门制定实施哪些规划、政
策、项目？快来说说吧！5 月 13
日，记者获悉，省发展改革委即日
起开展“问需问计问效”网上征求
意见建议专项活动，诚挚邀请社会
各界和广大群众提出宝贵意见。

据了解，为了让发展改革工作
最大程度体现群众所需、企业所
想、基层所盼，省发展改革委即日

起畅通网上渠道征求意见和建
议，活动将持续至 2021 年年底。
市民若有什么好点子、好想法，都
可以畅所欲言，省发展改革委将
结合职能认真研究每条建议，并
将大家的意见充分体现在规划编
制、政策制定、改革推进、项目实
施中，也许今后的大项目落地、重
要政策发布就有你的一份功劳。
电 子 邮 件 可 以 发 送 至
dsxxjy1647@163.com，并 注 明

“办实事意见建议”字样。③5

省发展改革委网上问需
民生规划您有啥意见，快来说说

审批尝鲜

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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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 攻坚战污染防治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走进焦作市红色教育基地寨卜昌村，明清古式
建筑三号院内，一棵200多年的老槐树郁郁葱葱、生
机盎然。

老槐树下，82岁的博爱县税务局退休干部刘金
兰拿着一张黑白老照片，思绪万千。照片中两个身
着军装的年轻人，一个是她爱人王忠垒，一个是她爱
人的战友刘宪堂。

明清古建筑、老槐树，与这两位军人有何渊源？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七十多年前。

1947 年 8 月 15 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
在寨卜昌村宣告成立，秦基伟任司令。九纵司令
部机关设在寨卜昌村内明清古民居一条街。司
令部设在三号院，六、七、八号三个院则分别为九
纵办公地。

刘金兰的爱人王忠垒是博爱县人，曾是太行军
区补训团战士，后在九纵成立时成为秦基伟的警卫
员，每天与战友在秦基伟将军居住的房屋门前、老槐
树下站岗执勤。夜晚，他就与战友居住在秦基伟对
面的房屋里。

后来，王忠垒随部队渡过黄河，先后完成转战豫
西、攻克洛阳、解放郑州、决战淮海、渡江作战等大小
战斗。由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他从战士升为副排
长，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王忠垒参加
了抗美援朝。1954年 4月回国后，他随部队在湖北
省广水市驻扎时，结识了应山籍的刘金兰。二人很
快坠入爱河，结婚生子。

10年后，王忠垒转业回到博爱老家，先后在县
里的银行、税务局等单位工作，1990年从税务局离
休。

2009年 8月 15日，寨卜昌村举行了晋冀鲁豫野
战军第九纵队成立 62周年庆祝大会。参加庆祝大
会的部分九纵老战士中，就有年已82岁高龄的王忠
垒。

王忠垒在寨卜昌村参观时，一直寻思着要去找
找曾经为秦基伟将军站岗执勤的地方。但因种种原
因，未能如愿。直到 2017年去世，王忠垒也未能找
到他在寨卜昌村生活、战斗过的地方，这也成了老人
心中挥之不去的遗憾。

今年 4 月 23 日，博爱县税务局离退休党支部
组织党员来寨卜昌村接受党史学习教育时，刘金
兰踊跃参加。当她走进三号院，看到这棵老槐树
时，想起了王忠垒心心念念的老槐树，停下了脚
步。

原来，刘金兰曾帮丈夫写过自传，她对丈夫描述
过的这个场景记忆犹新。她确信这就是丈夫曾经工
作、战斗过的地方。

“他在这棵老槐树下站过岗。”刘金兰抚摸着老
槐树，抬头仰望，思绪又回到从前。“我来这里看看，
也算是了却丈夫的一个遗愿。”

阳光下，这棵老槐树亭亭如盖，承载着这片红色
土地上的红色记忆，用它的年轮记录着难以忘却的
历史。③7

司令部的老槐树
依然亭亭如盖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5月 4日，中央第五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交办第二十七批 121 个群
众举报件，截至 5月 13日，已办结 83件、阶段性办
结 37件、未办结 1件，查处和整改情况已按要求进
行公开，具体内容请查阅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河
南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各相关省辖市党报、政府网
站。③5

河南公布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二十七批群众举报件办理情况

□本报记者 龚砚庆
本报通讯员 李东祥 周彦宇

“只见焦区长走进祖师庙正殿，拔出手
枪‘啪啪’两枪，神像被子弹打破了……推
倒神像办学堂，这才有了咱们现在的大庙
学校。”5月12日下午，88岁的王小妹老人
向尉氏县大营镇大庙学校的师生们讲起了
学校的来历。

5 月 14 日，是焦裕禄逝世 57 周年
纪念日。为进一步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
神，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尉氏县大
营镇大庙学校举办了“听奶奶讲焦裕禄的
故事”宣讲活动，邀请曾和焦裕禄一起工
作过的尉氏县首届“巾帼模范”王小妹，为
全体师生讲述焦裕禄在尉氏工作的事迹。

焦裕禄曾两赴尉氏工作，至今这里还
流传着他许多亲民爱民的故事，破除迷
信、兴办学堂便是其中一件。

1949 年春，时任尉氏县大营区副区
长的焦裕禄在黄集村走访群众时，了解
到周边村庄没有像样的学校，学生只能
挤在简陋的房子里上课。焦裕禄做事雷
厉风行，连夜把附近几个村的农会主席
召集在一起，了解到当地有一个占地 30
多亩、房屋十几间的祖师庙。经实地考
察、征求干部群众意见后，焦裕禄提出把
祖师庙改造成学校，把神像搬走腾出教
室的建议。

然而，由于祖师庙建于明末清初，几百
年来一直影响着周边群众。要把神像搬
走，大家都畏惧退缩。焦裕禄走进正殿，拔
出了手枪……众人看到焦区长都不怕，就蜂
拥而上拉倒神像，建起围墙，于是就有了今
天的大庙学校。

“没有过去的苦，哪有今天的甜。”王小
妹告诫在场的学生，“只有付出努力，才能得
到荣誉。你们要努力学习，听党话、跟党走，

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
“听了王奶奶的讲述，我才知道，今

天我们能够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要
感谢焦爷爷。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辜
负焦爷爷和老师的期望。”六年级学生祝
天雨说。

大庙学校校长邵森淼说：“这是一堂
别开生面的党史学习教育课，也是一堂生
动感人的思政课。我们将把继承发扬焦
裕禄精神同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教育
引导广大师生了解党的光辉历史，传递榜
样力量，培养时代新人。”

在大庙学校操场上，一座由老百姓
自发建造的纪念碑静静地矗立着，寄托
着当地群众对焦裕禄的无限追思和怀
念。③7

▶5 月 12 日，王小妹老人在尉氏县
大营镇大庙学校为学生讲述焦裕禄的故
事。⑨6 孙俊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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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毅送给李干卿的军毯⑨6 周小平 摄

听王奶奶讲焦裕禄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