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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警用摩托
助力交通管理

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机动车辆
的不断增加，浚县城区部分街道狭窄，
通行能力差，给交管工作带来了很多
不便，为充分发挥警用摩托车灵活、便
捷等优势，浚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于今
年9月份购置了6辆新式警用二轮摩
托车，并全部配发到一线执勤交警中
队民警手中，用于执行查处交通违法
行为、疏导交通、治安巡逻防范等工
作，切实解决了民警执勤用车严重不
足的问题，提高了民警对辖区的巡逻
管控和道路交通违法查纠能力，提升
了民警对路面交通状况的实时监控
水平，提高了应对交通事故民警机动
灵活、快速反应能力，迅速有效地打
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对城区治堵保
畅工作将发挥重要作用。下一步，该
大队将进一步加大摩托车的巡逻监
控、查岗查勤和查纠交通违法行为的
力度，发挥警用摩托车在道路交通管
理工作中的最大作用。（蒋玉河）

检察长亲临联系点
上“三严三实”党课

本报讯 日前，台前县检察院检察
长赵子红深入联系点台前县后方乡，
结合该乡镇实际，通过形势分析、典型
案例等内容，为该乡党员干部上“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党课，受到了当地现场
群众的一致好评。（丁霞刘国英）

电信诈骗频发 遇事莫慌张

本报讯 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
频发，为此，内乡县公安局大桥派出
所民警提醒大家：遇此情况，请与各
银行固定客服电话联系，并及时拨打
110电话报警，以免给犯罪分子可乘
之机，给自己造成财务上不必要的损
失。 （朱成兴）

西华聂堆派出所
“大收戒”专项行动收效明显

本报讯 自“大收戒”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西华县公安局聂堆派出所全
力开展吸毒人员排查管控、缉毒破案
工作。一是该所领导指挥有方。二
是民警之间协同配合，跨辖区作战。
三是落实责任，创优争先。截至目
前，该所共查获吸毒人员 14人，其中
新发现吸毒人员 5人，强制隔离戒毒
3人，社区戒毒2人，破获毒品刑事案
件 5起，刑事拘留 6人，缴获毒品 340
克，带破刑事案件 5 起，取得了阶段
性战果。 （贾辉）

冒充熟人 电话诈骗

本报讯 近期，内乡县公安局师
岗派出所组织民警走进田间地头，向
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揭露电信诈骗手
段。一是冒充熟人身份，编造其被

“交通肇事”等理由，向受害者借钱。
二是冒充上级机关、监管部门领导等
身份以推销书籍等为由，实施诈骗。

（朱成兴）

西华聂堆派出所
深入宣传《刑法修正案（九）》工作

本报讯 在《刑法修正案（九）》实
施之际，西华县公安局聂堆派出所召
开宣传会议，开展《刑法修正案（九）》
宣传工作。宣传会议上，贾辉同志结
合辖区实际并穿插现实生活中的翔
实案例对《刑法修正案（九）》进行讲
解，特别是关于驾驶校车、超员和超
速有关问题进行讲解。参加宣传会
议的有：加油站点的老板、运输业的
司机、幼儿园的校长等。参会群众认
真聆听并不时提问交流，并且纷纷表
示受益匪浅。 （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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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与三八六旅破袭战
提起陈赓，那可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传奇将军。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赓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率

部开赴太行山区，参与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的指挥，随后又转战于鲁西北、冀南、豫北。1940年任太岳
军区司令员，次年任太岳纵队司令员，参与领导创建晋冀豫根据地。然而，对于陈赓率领三八六旅在新乡地区的
破袭战人们却知之甚少。日前，记者在新乡地区采访时，当地党史部门的专家向记者详细地讲述了这段历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
赓先后任第三八六旅旅长、
太岳军区司令，他不但注重
战略把握，而且注意战术运
用，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
创造了伏击战、破袭战、围
困战的著名范例。”新乡市
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新华
介绍说。

1937 年 8 月，红四方面
军三十一军在陕西省富平
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
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陈
赓任旅长，全旅约 5700 人。
9月 30日，三八六旅东渡黄
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
18 日挺进到山西打击西进
的日军，先后取得长生口、
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的胜
利。接着，派出小分队和工
作组深入太行山区的广大
地区，创建根据地。

1938年 4月 21日，毛泽
东、张闻天、刘少奇联名发
出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的
指示，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太
行山为支点，迅速分兵，由
山地向平原发展。6 月中
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主力
七七一、七七二团在陈赓旅
长率领下，进到平汉路西侧
之太南（太行山南部）豫北
地区。

新乡市委党史研究室
副研究员孙建设带领记者
奔波在当年三八六旅战斗
的地方，沿途边查看边介
绍：“此前，根据 1937 年 11
月一二九师山西和顺县石
拐镇会议的部署，这个地区
已有赵涂支队、韩东山补充
团两支部队活动。赵涂支
队即一二九师晋东南独立
游击支队，以三八六旅七七
一团第五连为主体组建，司
令员赵基梅，政委涂锡道。
补充团是三八六旅的一个
附属团队，主要任务是筹集
粮款，扩充新兵，团长韩东
山，政委丁先国。1938年夏
天，陈赓统一指挥这几支部
队和各地方游击队，横扫平
汉路以西日伪据点、土匪和
反动会门武装，破袭平汉、
道清铁路，牵制日军的行
动，策应武汉保卫战，取得
了一连串胜利。”

三八六旅袭击安阳水
冶、观台两镇，炸毁汤阴铁
桥后，派侦察股长高厚良等
前去新乡、辉县侦察敌情。
7 月 17 日拟定道清铁路沿
线的行动纲要：主力集结辉
县东北，肃清辉县及获嘉伪
军，相继袭占辉县；赵涂支
队以一部伸至潞王坟，分向
汲县、新乡方向游击，保证
主力左翼安全；补充团一部
破坏道清铁路，一部突袭获
嘉附近伪军。

1938年 7月 21日清晨，三八六旅从林县南部鹿
林向辉县移动，10时到达南村。陈赓命令在此做好
奔袭准备。

记者一行来到辉县市西北部盆地侯兆川地区十
八盘的顶端，但见这里峭壁林立、奇峰突兀。孙建设
介绍说：“1938年7月21日12时，陈赓率各团干部登
上十八盘大佛殿，此地山势陡峻，仅一条小路在山峰
间盘桓，陈赓感叹十八盘大有娄山关之险。”

在这里陈赓与侦察参谋核对过敌情、地形，并估
计连日大雨，道路泥泞，新乡、汲县敌人增援辉县可
能性较小，即下达战斗命令：七七一团一营经高庄、金
章、大小槐树，袭击城郊百泉伪军；七七二团一营经高
庄、小屯、东刘店，袭击樊寨伪军；七七二团7个连袭击
辉县西、南两关伪军和伪政权机关，相继占领县城。

22日凌晨，各部均到达指定位置，战斗先从辉
县城南门打响，三个战场霎时枪声、手榴弹声大作。
攻打县城的部队占领西、南两关约 2小时，将伪军、
伪区署、伪商会全部解决。樊寨伪军顽抗固守，八路
军喊话劝降无效，最后火攻将其焚毙。百泉伪军大
部于黄昏时撤走，余部当八路军猛攻时钻地洞逃
跑。这次战斗毙敌200人以上，俘敌30余人，缴获轻

机枪1挺、步枪50余支。八路军伤亡20余人。
7月 27日，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来到辉县西平

罗三八六旅驻地，部署破袭平汉、道清两条铁路，三
八六旅担任安阳至新乡段破路任务。

三八六旅各部队分别派出侦察小分队，对道清
铁路沿线敌情、铁路概貌、桥梁部位、行军路线等进
行侦察。7月29日、30日，陈赓命令补充团(即韩团，
团长韩东山)从辉县西平罗出发，全力破坏获嘉至修
武铁路、桥梁。

“当天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获嘉县的北丹河水
几乎与河岸持平。”看着这条千年古河，孙建设说，

“补充团在获嘉县县城西北狮子营、花庄、苏章营和
城东彦当、李村等铁路段冒雨破袭，共破坏铁路约
2.5公里、毁桥梁4座、砸断电线杆300余根。此次战
斗为开展大规模破袭积累了经验。”

8月 6日，三八六旅移驻辉县东部杨闾川，距潞
王坟车站约30华里。当晚，七七一团一营炸毁汲县
附近仁里屯铁桥，陈赓随七七二团行动，袭击潞王坟
车站。这次行动，击毙、焚毙日军37人，毁桥3座，破
路 100余米，潞王坟火车站被彻底破坏。八路军七
七二团三营教导员罗明海等11名战士牺牲。

一路南下进新乡 首破告捷积经验

8月13日，各部从辉县、修武、获嘉等地出发，神
速奔赴获嘉县县城西北马厂、江营、狮子营、花庄、桑
葛庄、苏章营和城东彦当、李村、寺庄一带，并出动群
众3000余人，于当日22时许全面展开第一次大规模
破袭战斗。敌人为严密封锁铁路，派出装甲车进行巡
逻，并不断疯狂射击，阻击破路。八路军在各种火力
掩护下，一夜间共破路8公里、打断电线杆470根、歼
敌500余人。

8月 14日午后，敌军一个分部 80余人，到寺庄
搜查八路军破路后隐藏的铁轨、枕木等物。同时，盘
踞在新乡的日军出动一列工程车，掩护日军修复寺
庄至大召营路段，被七七二团一部击溃后，退回车站。
8月20日，敌人从新乡、合河、大召营等据点纠集1000
余群众，在大召营至获嘉狮子营道清铁路沿线村庄，
对参加破路的群众实施报复，330余人被残暴枪杀。

为保卫群众，打击敌人，8月24日晚，各部队分别
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破袭。八路军连续破坏道清铁路，

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我双方在铁路上展开了一场破
路与修路的激烈斗争，道清线上枪炮声不绝于耳。

9月1日，大雨滂沱，水深泥滑，破路部队冒雨前
进。 七七二团及补充团从薄壁、赵固、吴村、九里
山、赤庄等地出发，傍晚行至获嘉马厂、江营、刘桥、
花庄、渔池、招民庄和修武一带，发动 1500 余名群
众，携带各种工具，于当日21时许开始第三次破袭。

“时值大雨倾盆、一片漆黑，破路部队和获嘉百
姓克服困难，在水深泥滑中摸索着作业，滑倒了再爬
起来。战士们勇气百倍，群众也奋勇苦干。”孙建设
说，“七七二团在狮子营至获嘉段，冒着日军猛烈的
炮火坚持破路战斗。此战破路2300米，铁路路基全
部掘毁，卸下铁轨120余根，对其余的道轨或卸下螺
丝，或破坏，焚烧枕木 2000 余根，于拂晓前撤回驻
地。补充团因大水所阻，延误时间，仅破路一小段，
于次日晚再次请缨，在修武葛庄至获嘉狮子营段进
行破路活动。”

三八六旅在频繁破袭战斗的同时，对地方工作亦
给予很大的帮助、促进。8月1日，部队在南平罗召开
建军节纪念会，平汉抗日游击支队干部和当地群众也
参加大会，共万余人。陈赓作长篇报告，宣讲目前抗
日形势和任务。部队还举办战利品展览，振奋了群众
抗日精神。 陈赓在辉县期间，多次召集赵基梅和八
路军豫北工作团同志，座谈地方党及群众工作。

8月19日，陈赓亲到国民党骑四师，商谈协同消
灭合河伪军的具体部署。20日晚，陈赓率七七二团
进到赵固，零时由赵固到合河镇，与骑四师会合，布
置四门攻势。伪军恐慌瓦解，八路军未经战斗即进
入合河镇，活捉了伪区长和伪区队长，为地方党组织
开展工作扫除了一个障碍。

三八六旅与友军国民党骑四师协同作战，两军
人员时常互访。为增进抗日友谊，陈赓命参谋长周
希汉携马8匹赠与骑四师。国民党辉县流亡县长关
朝彦因手里没有武装，被国民党第一战区第四游击
纵队司令刘艺舟委任的县长刘少龄排挤。三八六旅
进驻辉县后，出于抗日统一战线的考虑，陈赓表示支
持关朝彦当县长，帮助其建立合法政权，并把投诚的
60多名伪军整编后交给关朝彦使用。

9月6日，八路军三八六旅对道清线进行第四次
大规模破袭，参加破路群众 1000多人，在修武至狮
子营段破路约5公里，掘毁铁路路基2.5公里。这次
破路比较彻底，此后数日内道清线上火车绝迹。

在铁甲车的掩护下，日军在铁路南北组织步兵
掩护，集中修复修武至狮子营段铁路。为阻挠八路
军破路，日军砍掉了铁路两侧的高粱和玉米，形成了
大片开阔地，使游击队无法接近铁路，仅能鸣枪骚
扰。为再次破坏敌人已经修复的修武至狮子营段，9
月 11 日，三八六旅对道清线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破
袭。9月 21日，部队在道清线上进行第六次大规模
破袭。参加破路的多名获嘉群众喊出“军民合作、抗
战救国”的口号，创造了道清线上军民联合破路斗争
的辉煌历史。 9月 24日，奉刘伯承师长命令，三八
六旅离开辉县，开往涉县集结、休整。

“8月13日至9月22日，三八六旅、赵涂支队、补
充团、地方游击队，另有国民党骑四师，几支部队统
一行动，对道清铁路新乡至焦作间多个路段实施 6
次大规模破袭。”孙建设兴奋地说，“每次破路均发动
千余群众参加，严密组织、协同动作。沿线守敌惊恐
不安，疲于奔命，白天修复，晚上再次遭更严重的破
坏，整个道清线陷于瘫痪，东起新乡、辉县、获嘉、修
武、焦作，西抵博爱，所有大小车站桥梁几乎全都被
破坏。”

“陈赓率部队在豫北一带迂回作战，在道清铁路
沿线破坏敌人交通，铲除汉奸、土匪，摧毁伪政权，沉
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振奋了获
嘉百姓的抗战斗志，在获嘉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
一页。”张新华向记者说道。

破袭战中亮利剑

国共联手斩伪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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