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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底，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大军）主力遵
照中央军委指示从围攻安阳的外围战场撤离，进入鹤壁
地区休整，准备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休整期间，为贯
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于 1947

年6月10日，在石林村的法隆寺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史
称石林会议。石林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重
要时期召开的会议。

近日，记者来到鹤壁，见到了鹤
壁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武风华，谈
起刘邓大军在鹤壁，他说：“刘邓大
军从围攻安阳的外围战场撤离来到
石林、鹿楼（当时属于汤阴，今为鹤
壁市山城区石林镇、鹿楼乡）、鹤壁
集（今鹤壁市鹤山区鹤壁集镇）一带
待命，先后在窦马庄、大吕寨等村庄
驻扎。其间，刘邓大军严格执行‘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和驻地群众打
成一片，并打了很多胜仗，先后解放
了鹤壁集、鹿楼、庞村（今属鹤壁市
淇滨区）、汤阴县城等地。”

在鹤壁市山城区委党史研究室
主任王继鸿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鹤
壁市山城区石林镇石林村刘邓大
军石林军事会议旧址。“晋冀鲁豫野
战军主力部队于 5 月底撤离安阳外
围战场，由冀南、太行两个军区的部
队围困安阳城之敌，主力转入休整
阶段。在此期间，为了贯彻执行中
央军委的指示，1947 年 6 月 10 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
委邓小平在石林村法隆寺（今中石
林村与西石林村交界处南）中佛殿
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武风华说。

1947 年 6 月 l0 日，石林会议在石林村法隆
寺召开。参加会议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有参
谋长李达，各纵队首长陈再道、陈锡联、王宏坤、
秦基伟、杜义德、曾绍山、郑国仲、阎红彦等 20
多人。石林军事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中共中
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关于目前中国革命
的形势和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指示精神
以及“两翼牵制、中央突破、三军配合”的战略方
针，即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
力四个纵队，于6月底自豫北地区强渡黄河，先
在鲁西南寻歼敌军，然后逐步向豫皖苏地区和
大别山地区进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边区实
施战略展开。陈赓、谢富治指挥晋冀鲁豫野战
军第四、第九纵队等自晋南强渡黄河出豫西，在
豫陕鄂边区实施战略展开，协助刘邓大军经略
中原。以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东线兵团及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豫皖苏边区实
施战略展开，配合刘邓大军南进。三路大军呈

“品”字形阵势展开，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
会议对强渡黄河、激战鲁西南、跃进大别山

的作战部署作了具体研究，明确了各纵队的作
战任务，并且研究了各纵队具体行动的时间、路
线和渡河的出发点，以及宣传动员、后勤供应等
工作。

其间，邓小平在石林召开的晋冀鲁豫野战军
直属部队股长、营以上干部军事会议上作《关于
解答时机与任务中几个问题的报告》。

“石林会议因其召开的特殊背景及
其承载的重大历史使命，使其成为一次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事会议。”武风
华说，“它不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上，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具有
一定地位。因为这次会议是人民解放
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具体表
现，也是将解放战争引向国统区、推向
全国的前奏，而这一前奏的地点和出发
点就是从石林开始的。”

武风华介绍，在石林会议上中央正
式提出“两翼牵制、中央突破、三军配
合”的战略方针，并从防御转为进攻。
石林会议恢复“支部建在连上”优良传
统和基本制度。石林会议重申了“支部
建在连上”制度，强调“支部建在连上”

“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立
军之魂，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
动摇。所以说，石林会议不仅是一次军
事会议，而且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是一次
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会议。刘邓大军“支
部建在连上”逐渐完善，成为建党建军
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延续至今，所以石林
会议与古田会议及三湾改编等都具有
重要意义。

同时，石林会议是刘邓精神的集中
体现，包括：顾全大局 ，敢于担当的精
神；艰苦奋斗，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实
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齐心
协力，精诚团结的精神。“学习刘邓精神
对于继承和弘扬革命传统，凝聚人心，
鼓舞斗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
意义。”武风华说。

在王继鸿的带领下，记者观看了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刘邓首长故居以及号称“华北第一柏”
的将军柏和将军岗。将军岗峭壁中仍保存着当
年的九株古柏，像勇士一样日夜守卫在将军岗
周围。王继鸿介绍，1947年6月，晋冀鲁豫野战
军在山城区石林镇石林村和附近村子休整待命
时，和石林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军民情义。

采访中，石林镇北唐宋村的郭树华回忆
说：“刘邓大军打汤阴时，村里的民兵全部组织
起来支援前线，有的抬担架，有的救护伤员，就
连妇女和老人也不例外。当时的北唐宋村被
作为临时战地医院，前方的伤员都抬到这里救
治，村里的妇女就担当起照顾伤员的任务。”

记者在中石林村临街的北楼外墙上，清晰
地看到当年刘邓大军宣传员书写的“反对蒋介
石出卖国家”等标语。当地的张专林、王刘保、
崔保民等老人还回忆说，当年解放汤阴时，刘邓
大军的宣传队还在村老爷庙北搭台唱戏，演出的
节目是《王贵》《李向阳》等曲目。采访中记者了
解到，鹤壁市委、市政府及山城区委、区政府历
届领导都非常重视石林会议旧址的保护与开发
工作。每年的石林会议纪念日，石林人民都在
石林会议各景点轮番举行大型庆祝纪念活动。

武风华说，石林会议后，野战军加紧了南
征的准备工作。6 月 20 日，刘伯承、邓小平发
布了“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的基本命令”。
21日，邓小平政委在野战军直属部队营以上干
部会议上作了战略进攻的动员报告。26日，刘
伯承、邓小平又发布了“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
战役的补充命令”。至此，刘邓大军陆续离开
鹤壁，由内线转向外线，打出了晋冀鲁豫解放
区。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余人强渡黄河，发
起鲁西南战役，拉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
的序幕。刘邓大军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前
堵后追中杀出一条血路。欲知后事如何，请
关注下期报道。

刘邓大军到鹤壁 石林会议历史意义深远

难以忘怀的瞬间
部署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

石林会议：吹响进军号角
刘邓故居

●开封大地农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

本金从4000万元减至1600万元，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许昌烨渝迪通讯器材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注册号91411002

MA3XCJKR8R）经股东会决定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

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请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周口市诚源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411602020026338，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李淑红任清算组组长。请债权

债务人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国网河南通许县供电服务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即日起公

司解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222MA3X73JA1Q，清算

组成立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

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声明。

●开封市金百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省发兴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开封市中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292000018487）

经股东大会决定解散，公司已成

立清算组，请各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开封市千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薛金玲残疾证遗失，证号410

20419720617302563声明作废。

●裴月华残疾证遗失，证号410

21119710809601544声明作废。

●清丰县六塔乡叁陆伍肆联生

活广场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民权县六一实验幼儿园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代码：

68709482-6，声明作废。

● 2011年4月1日出生的王涵

月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507251，声明作废。

●周口市舒顺汽车运输公司豫

P0A886、豫P1C777营运证丢

失 ，证 号 411620076686、

411620076912，声明作废。

●舞阳县广宇购物广场发票丢

失 ，号 码 ：25770701-2577

0800，声明作废。

● 洛阳市涧西区乐都建筑 机

械租赁站（410392600024708）

执照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 虞城县吉瑞快运服务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425MA40U6PY1P，声明作废。

●曹万福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5409183519，声明作废。

● 刘虎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261975022004354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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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赵浛宇，2014年8月3日出生，

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失，编号:

O411610461，声明作废。

●郑州怡诚房屋租赁服务有限

公司，开户行：郑州银行营业部，

机构信用代码证，证号：G10410

10501499240W遗失，声明作废。

● 舞阳县公安局李晓岗警官证

（警号:060790）丢失，声明作废。

●荥阳市名洋建材厂，普通发票

代码141001550072，号码015

50451--01550500，一本5千元

每张100以上发票丢失，声明作废。

● 马虹，河南大学毕业证，证号

104755200506001074，不 慎

遗失，声明作废。

●董品品持有的河南东方宇亿

置业有限公司宝丰东方富田项

目认购房屋的收据，收据号

0012021，金额65500元，房号

5-1-1703遗失，声明作废。

● 2006年3月24日出生的刘

汪洋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232708，声明作废。

●尉氏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公 告

孙培豪同志：你于2017年1月6

日至今未到单位上班，也未履行

任何请假手续，单位通知多次无

果，已连续旷工超过30天。根

据上级相关规定，经局党组研

究，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关系。自

公告之日起十五日之内，可向当

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逾

期未申请，视为放弃此项权力，以

后的任何行为均与本单位无关。

2017年4月25日

● 2014年9月20日出生的要

明志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68296，声明作废。

●邓州市新富轿车维修店营业

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11

381604012797，声明作废。

● 2012年12月22日出生的王

瑞翔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200524，声明作废。

● 2016年10月18日出生的施

晨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125820，声明作废。

● 2010年11月29日出生的卜

奥森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1322594，声明作废。

●信阳鹏志广告有限公司发票

丢失，代码4100152320，票号

03226179，声明作废。

●后河镇豫祥艺都税务登记证

正 本 丢 失 ，税 号 ：4110221

9690521121X01，声明作废。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平顶山汝州石油分公司榆

陈加油站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

证正本丢失，油零售证书第

41040247号，声明作废。

● 1997年6月4日出生的王香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 杨海，养殖证丢失，编码：

410122600346589，声明作废。 敬告：本栏目信息

所有手续都严格进行审

查，但不敢保证每条信

息的真实性，所有信息

只作为双方交流平台，

客户交易前请审验相关

证明文件和手续，签订

有效的法律合同，本报

刊登内容不作为承担法

律责任的依据。

●商丘翊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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