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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 深耕红色资源 讲好党史故事

鲁山县以党史学习教育

为契机，通过重温党史砥砺奋

斗初心，在红色教育中凝聚起

了为民服务、干事创业的不竭

动力。特别是作为革命老区，

鲁山县红色文化底蕴丰厚，今

年以来，县委、县政府深耕红

色文化资源，讲好党史革命故

事，既为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

主题教育课，又向群众开展了

一场入脑入心的红色教育。

“昨天才走一拨，今天你们可就又过
来了一拨，还是了解我当年上（豫陕鄂人
民军政大学）学的事吧。”5月 23日，在鲁
山县老城大街一小区居民楼，今年 91岁
的樊鲁一，主动拉开了话匣子。

位于鲁山县老一高院内的豫陕鄂人
民军政大学旧址，被中国老区建设促进
会、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省委党史研究室
命名为“弘扬老区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示范基地，也是国务院“第八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不断有慕名而
来的参观者。作为为数不多的健在学
员，老英雄樊鲁一自然成了大家重点采
访的对象。

据樊鲁一介绍，1947年 8月，陈（赓）
谢（富治）兵团强渡黄河，随后开辟了豫
陕鄂解放区，随着新区迅猛扩大，急需大
批军事、政治干部。在这样的形势下，豫
西军政干部学校、宝丰五分区军政干部
学校以及豫陕鄂干部培训班相继成立。
1948年 1月至3月，这几个学校先后迁至
鲁山，合并为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陈赓
兼任校长，学校地址就在鲁山一高老校
区内。

“在学校里，不仅学习历史唯物论、
大众哲学等，还经常请部队首长讲国家
形势，请战斗英雄报告英雄事迹，陈赓校
长也给我们讲过课。”樊鲁一回忆。

尽管当时学习和生活条件很差，但
青年学生们的革命热情很高：上课没有
桌凳，学员在操场上席地而坐，并用自制
的“蘸笔”记笔记，住宿更是“滚大铺”。
经过学习和锻炼，不少学员日后成为军
队和从事地方工作的优秀干部。

1948 年 5月，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
从鲁山出发，抵达临汝县后扩建为中原
军政大学，随后奔赴郑州，南迁许昌，并
于 1949 年 5月 4日进驻南京，改称第二
野战军军政大学；1949年 10月，随第二
野战军进军大西南，抵达重庆后改称西
南军政大学；1951年初又改称第二高级
步兵学校；1952年，第二高级步兵学校调
迁哈尔滨，以此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史称“哈军工”。

不仅对军政大学变迁了如指掌，老
英雄更是亲历众多战役。“我先后参加过
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抗美援朝等。”
樊鲁一说。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
后，樊鲁一随部队返回国内，1976年转业
后在鲁山县革委会、纪检委、政协等单位
工作，1991年离休。此后，读书、看报成
了樊鲁一的爱好，有时他也会帮助邻居
们免费修理手表、收音机等。去年 7月，
老人突发轻微脑梗，记忆力大不如以前，
但一提到自己的革命历史，仍是激动不
已，如数家珍。

“今天我是作为张良一小的一名老
师，带领学生们前来为烈士扫墓。其实，
我在上小学和初中时，就年年来这里为
烈士扫墓了，烈士们的光辉事迹早已深
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了，这也是我加入中
国共产党、永远跟党走的动力。”老家在
张良镇烈士陵园附近营南村的党员教师
田佳说道。

张良镇烈士陵园位于该镇营西村澎
河畔，里面埋葬着 41 名无名烈士，是
1948年解放南阳战役中身负重伤、后在
张良华野后方医院医治无效而去世的革
命先烈。

张良镇第一小学就坐落在营西村，
也为学生们接受革命教育提供了便利。

“我们学校每年清明节都组织学生为烈
士扫墓，从小在孩子们心目中树立起向
先烈们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的信念，这
样的传统从学校建校之初开始从没间断
过。”该小学校长张其树介绍。

而在鲁山县委大院内的豫西革命纪
念馆，一幅幅略显模糊的黑白照片，一件
件老旧斑驳的木桌、木凳、马灯、手摇电
话等，无不诉说着一段中国共产党人在
鲁山境内活动的峥嵘岁月。

“每年的‘五一’‘七一’、国庆节时，
纪念馆都会迎来大批游客。”在县委大院
干了20多年的门卫张忠义介绍。

豫西革命纪念馆又称豫陕鄂前后方
工作委员会旧址，总面积 4200㎡，展厅
面积 400㎡。里面展出了邓小平同志在
鲁山、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鲁山、抗日战
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图片、文字
资料、实物等600多件（幅）。

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 4月，豫陕鄂
前后方工作委员会联席会在鲁山县福音
堂召开，会上，邓小平做了题为《跃进中原
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
后来被专家们称作“鲁山报告”。1988
年，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著

作小组副组长的冷溶来鲁山考察后，将
“鲁山报告”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引起了经济学家、党史专家的关注。

专家们认为，邓小平在鲁山提出允
许资本家做生意赚钱、用市场保护人民
生计、利用私人工商业支持战争需要的
思想和做法，对他几十年后领导中国改
革开放、搞市场经济有重要影响。“鲁山
报告”中的这一论断，与改革开放后所推
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脉相承，
是“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雏形”，鲁山
是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萌发地。

截至目前，豫西革命纪念馆已成为
全省重要的红色旅游景点，先后有 32家
单位将该馆命名为各种教育基地，也是
国务院“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20年又被省委组织部命名为“河
南省第一批红色教育基地”。自开馆以
来，已累计接待参观学习者 120多万人
次，其中青少年32.8万人次。

亲历者说：
91岁老英雄讲述红色党史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在鲁山县张良镇芹菜沟村原“殷岭
惨案遗址”处，2021年开春后新建的300
平方米的纪念广场已经硬化；广场周边
木栅栏外，又移栽了 10 多株高大的青
松。当年先烈们牺牲的红薯窖四周用石
栏杆围起，窖前竖立了一块“殷岭惨案碑
记”石碑。周边农户的院墙上，也刷写了
一些诸如“感悟红色经典，传承爱国精
神”“重温红色历史，珍惜幸福生活”等墙
体标语。

据史料记载：1948 年 2 月 15 日下
午，土匪头目黄秋水指挥，将 10名遇袭
被俘的张良南集（如今的张良镇张南村）
农会翻身队队员拉到这个红薯窖前，匪
徒们先后把刘凤山、赵拴柱、王留林、石
厨馆、刘振江、姜山、王有、孙万立等 8人

拉到窖口，在一阵猛烈地枪托捣、刀砍、
脚跺后推进红薯窖内。最后把 2个年龄
较小的和孩（时年 18岁）、徐儿子（时年
19岁）拉到窖口，黄秋水指着血淋淋的窖
口说：“你们俩还年轻，我不想杀你们。
要死就下去，要想活命就跟着老子干。”

话音刚落，两个小队员就毫不犹豫
跳进红薯窖内。两位年轻的革命者临死
不惧的英雄壮举一时间也吓傻了土匪
们，随后匪徒点燃柴草塞进窖内，并投进
去两枚手榴弹，用石板盖住红薯窖口后
仓皇逃遁。

值得告慰先烈的是，这股土匪后来
都得到了惩处，特别是匪首黄秋水，在
1949 年 6 月被当时的鲁山县公安队抓
获，7月 6日在县城琴台广场召开的万人

公审大会上被当场处决。
“我们挖掘史料，在遗址处建起这个

‘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就是要告慰先烈，
让子子孙孙都要牢记他们的光辉事迹，
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张良镇党政
办主任于吉良说。

在新修建的鲁山县熊背乡新村红
军长征纪念广场，一座铜质雕像坐落在
广场边，画面中一个老大娘紧握着红军
战士的手，把一篮子花生、鸡蛋送给三
个战士，生动地再现了长征途中的军民
鱼水情深。此外，梁洼南街、露峰上洼
等 6个革命纪念馆也相继建成，并陆续
向社会各界人士免费开放，为鲁山县党
史学习教育增添了一处处鲜活的学习
教育基地。

挖掘红色遗迹 兴建纪念场馆

日前，在鲁山县熊背乡新村红军长
征纪念广场，鲁山县财政局“财政情、长
征情”重走长征路系列活动拉开了帷
幕。

据记载，1934 年 11 月 11 日，中共
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
作出了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决定。
11月 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
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
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11月 29
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鲁山县境，经熊背、
下汤、赵村、尧山，于 12月 1日翻越木札
岭进入嵩县。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鲁
山县历时 3天，行程 200 多里。沿途为
民除害，宣传革命，扩大了共产党和红
军的影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
命火种。

从新村红军长征纪念广场出发后，
县财政局机关干部首先徒步行进到熊
背乡宝山村烈士陵园。该陵园位于村

东的一处山顶上，安葬着中国工农红军
第二十五军 4位无名烈士的遗骨。听完
该乡退休干部周旭杰讲解红军长征时的
故事后，大家纷纷向烈士墓敬献鲜花，表
达缅怀之情；党员们还自发在纪念墙前
列成整齐的队伍，面向党旗举起右手重
温入党誓词，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走进活动最后一站——熊背乡宝山
村村委会广场，财政局机关成员列队肃
立，举行了庄重的升国旗仪式。随着国
歌声响起，人们心潮澎湃，并表示要把这
次学习之旅转化为今后工作的动力。

“这次重走长征路系列活动，也是
一次党史学习、追寻‘新使命’活动。我
局还将持续深入学习党史,围绕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主题，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奉献我们财政
人的力量，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周

年。”鲁山县财政局党组书记杜军说。
县财政局重走长征路只是当地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
鲁山县各单位纷纷组织党员干部参观红
色教育基地，重温党史砥砺初心：县委办
公室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参观豫西革命纪
念馆；县委统战部和民革鲁山支部的党
员干部前往梁洼镇鹁鸽吴村，开展以“追
溯革命源头、砥砺初心使命”为主题的
红色教育；县城市管理局组织党员干部
走进安阳市红旗渠接受党性教育等。

重走先烈遗迹，不仅让广大党员干
部感受到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更让大家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为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心走实打下了坚
实基础。大家纷纷表示，要以这次红色
教育为契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
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自己的

“小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彩”
贡献一份力量。

重走先烈遗迹 追寻初心使命

鲁山卫健委组织党员干部在豫西革命纪念馆前
重温入党誓词 王永安 摄

鲁山县红色革命教育基地迎来参观学习热潮 胡晓 摄

鲁山县委宣传部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前往烈士陵
园开展实景教学活动 马松昭 摄

豫西革命纪念馆外貌 马松昭 摄

鲁山县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在维护
红色革命遗址 王永安 摄

鲁山县委宣传部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在该县开展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活动 马松昭 摄

□蒋近辉 马松昭 乔新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