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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工作法
提升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质量和效果

本报讯 2017年以来，新野县检察院探索
实践了案前重点筛查制度与注重权利告知相
结合，案中全面审查制度与注重风险评估相
统一，案后跟踪回访制度与注重内外联动相
配合而建立的三项机制、三个注重的“3+3”工
作法，提升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质量和效果。

（江国华 郭晓）

新乡市公安局驻铁西分局监督室
深入开展以案促改工作

本报讯 近日，新乡市公安局驻铁西分局
监督室认真组织民警学习马义中同志的重要
讲话精神，并对坚持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改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坚持标本兼治、推进以

案促改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现实需
要，是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重要举
措，全体民警务必要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重
要意义，立足于实，扎实推进，务必确保取得
实效。该监督室严格落实宣传动员、剖析整
改、完善制度、监督检查四个阶段的具体任
务，务求工作实效。适时组织召开党支部专
题会议，按照“八个查找、七个带头、四个不放
过”的原则，组织全体民警对照个别民警违纪
违法典型案件进行深刻剖析，广泛征求意见
建议，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强力推动整改落
实。 （赵新勇）

热心民警助老人回家

本报讯 8 月 11 日 17 时 30 分许，洛阳市
公安局伊滨分局诸葛派出所值班民警王振宇
接到一起群众报警：在孝文大道麦达斯公司
门口,有个老太太在此处已久，怀疑是走失人
员，需要民警处理。王振宇接警后立即前往
现场，见到一名约 60 岁的老太太，但其说的
是方言根本无法沟通，随后民警将其带回派
出所，引导她在纸上写出自己的名字和家人
电话，民警立即与其家人贾某取得联系。贾

某得知诸葛派出所民警将老太太找到后，表
示立即开车去接。在等待老太太家人的这段
时间，该所所长李红卫得知老太太 6 个小时
没有喝水吃饭，赶紧从食堂端来米粥给老太
太喝。贾某到达诸葛派出所，一见到老太太
就激动得哭了，紧紧握着李红卫的手表示由
衷的感谢。 （宗文理）

正阳县法院执行局
坚持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改工作

本报讯 8 月 14 日上午，正阳县法院执
行局召开坚持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改工作
会，深入学习贯彻上级法院和本院会议精
神，安排部署正阳县法院执行局坚持标本兼
治推进以案促改工作。会议由党组成员、执
行局局长程东升主持，执行局全体干警参加
了会议。程东升强调，执行局全体干警要结
合自身对该院院长张元真提出的“三要”认
真领会，即一要深刻领会以案促改工作的重
大意义。坚持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改，对于
源头防腐治腐、关爱保护干部、促进干事创
业十分必要。二要认真落实以案促改各项
工作要求。做好以案促改工作，基础是深刻

剖析案件，研究案发规律，深挖问题根源，关
键要引为镜鉴，切实抓好整改。三要加强领
导责任落实，确保取得实效。

（徐 翔王豪娟）

“老赖”名下房产被强制过户

本报讯 2017年7月14日，平舆县法院执
行人员向被执行人刘某发出协助执行通知，
对其名下位于驻马店市的房产进行强制过
户。2017 年 3 月 28 日，原告郭某诉被告刘某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平舆县法院主持调解，
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刘某名下位
于驻马店市的房产抵偿给郭某所有，用于偿
还 2 万元借款及利息。调解协议生效后，刘
某并未履行，郭某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该
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人员耐心劝导刘某
履行调解协议，但刘某一直推诿。因刘某拒
不履行调解协议，平舆县法院向其发出协助
执行通知，并对刘某名下位于驻马店市的房
产进行强制过户。当刘某收到协助执行通知
后，才知道法院这回是动真格了，想“赖”是

“赖”不了，便主动履行调解协议，并协助郭某
办理过户手续。 （赵雪晓 李凯）

纪念建军九十周年纪念建军九十周年
系列钩沉之（3）

（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军区军事志办公室与本报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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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军：
大别山唯一直属中央军委的红军部队

（上）

□记者 马国福/文 通讯员 汪海/图

1929 年 9 月，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著名
的中央“九月来信”中强调：“……红军的基本
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明确规
定红军由前委指挥，并将党代表改为政治委
员，其职责是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政治领
导、部署命令等……”大别山干部学院大别山
精神研究中心主任董绍富说。

1930 年 2 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上海
主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鄂豫皖边区的
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结合全国政治
形势，强调了湖北、河南、安徽3省边界地区的
重要战略地位，并宣布中央的决定：将湖北、
河南、安徽 3 省边界地区划为鄂豫皖边特别
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皖西3块革命根据地
和 3支红军的领导，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
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 中央政治局决
议将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改编为红一
军，直接隶属中央军委指挥，派得力军政干部
去领导，不仅要用它保卫和发展将要成立的
鄂豫皖边特区，还要用它准备执行中央给予
的带有全国意义的战略任务。

“中央决定许继慎任红一军军长。”大别
山干部学院副院长孙伟介绍，“时任中央军委
书记的周恩来逐个与中央派遣到鄂豫皖边特
区工作的干部郭述申、许继慎、熊受暄谈话，
希望他们到达鄂豫皖边区，让中央的决定和
指示得到迅速贯彻。”

1930年 4月初，许继慎与郭述申、熊受暄
一起在根据地开展建党建军工作，并在箭厂
河（今属新县箭厂河乡）召开会议，正式成立
鄂豫皖边特委，许继慎等 8 人当选为特委常
委。许继慎任红一军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
曹大骏任政治委员，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4
月 12日，鄂豫皖边特委在箭厂河黄谷畈组建
红一军军部，部队进行了改编，决定红三十一、
三十二、三十三师分别整编为红一、二、三师
（由于三个师不在一起，会后，陆续对三个师进
行了整编）。徐向前兼任红一师师长，戴克敏
任政治委员。原三十二师一部及地方武装组
成了独立旅与红三师一起。5月，大别山三支
红军统一整编完毕，这是大别山第一支统一
的红军部队，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
唯一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红军部队。

1930 年 6 月，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
代表大会在光山县柴山保王家湾（今属新县
陈店乡）召开，选举产生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
府。至此，经过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党组织
和红军的艰苦探索和努力，以大别山山脉为
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正式形成。

为了追寻红一军战斗的足迹，记者在
新县文物局副主任科员王玉新的带领下，
来到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旧址，他向记者
介绍了红一军的情况。

红一军成立后，前委决定军长许继慎
率军部去商南、皖西向红二、三师传达中央
和特委的决定，整编队伍；徐向前带红一师
向平汉铁路出击。此时，中国共产党内部
发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
错误，史称“立三路线”。积极贯彻“立三路
线”的“长江总行动委员会”给鄂豫皖边区
的任务是：迅速发动武汉周围的地方起义，
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切断
平汉铁路，进逼武汉，并准备联合红二军和
红六军进攻武汉。徐向前和红一军领导人
虽然向平汉铁路出击，但始终没有执行进
攻武汉的指示。

1930年6月中旬，许继慎率领红二师、
红三师拉开皖西大战的序幕。6月中旬至7

月中旬，一个月时间收复了皖西苏区全部
失地，连克霍山、英山、罗田三座县城，歼敌
两个旅4000余人，红二、三师由900多人发
展到 1800 人，皖西苏区向北扩展到霍丘
（今安徽省霍邱县），向南进入英山、罗田、
蕲春。与此同时，徐向前率领红一师出击
平汉铁路，取得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

6月，徐向前率红一师西出平汉铁路，
首先占领了杨家寨火车站（位于湖北省广
水市杨寨镇）。那是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
徐向前率领部队从二郎店（即现在的湖北
省大悟县的县城）出发，突然奔袭杨家寨。
这里驻着郭汝栋的第二十军两个连，敌军
在睡梦中全部被歼。这次夜袭，缴枪 100
多支。战后，红一师移驻黄柴畈，将后方赤
卫军补来的300多人及数十名俘虏兵编入
红军，将红一师的 5 个大队扩编为 3 个支
队，辖12个大队，另加1个师直特务大队，
全师共1200余人。

敌第二十军遭红军打击后，准备进
行报复，6 月 26 日，郭汝栋从广水（湖北
省北部偏东城市）派出独立旅第一团，进
至湖北孝感大悟的杨平口以南的郑家
店；从花园镇（位于湖北孝昌县城关）派
出第二旅第四团，进至小河溪地区，声言
要为被歼的两个连报仇。

红一师接到孝感县游击队送来的情
报后，于 6 月 28 日由黄柴畈连夜出发，次
日凌晨 1时，在杨平口附近与孝感县游击
队会合。徐向前决定采取诱敌、伏击的
战术，把敌独立旅第一团消灭在杨平口
附近一带。

6月 29日拂晓，一支队在左翼山脚下
埋伏，二、三支队集结在山上做好战斗准
备。9 时，特务大队进抵郑家店与敌接
火。敌人发现红军系小股部队，火力不
猛，遂倾巢出动。特务大队便边打边撤，
敌人紧追不舍。当日 10 时，敌先头部队
追到瓦屋沟，进入红一师伏击地区。红
一师指挥所立即发出信号，伏击在周围
山头上的红军以迅猛之势，俯冲而下。

霎时，枪声四起，杀声震天，遭到突袭的
敌军，惊惶失措，首尾难顾，其先头营和
后卫营被红军迅速歼灭。中段的一个
营，在敌团长带领下，强占了傅家湾以东
的高地，红军将敌军团团包围，发起数次
猛攻，并派出俘虏劝降。敌团长见无路
可走，遂令部队交枪投降。这次战斗历
时 4 小时，击毙俘敌 1200 余人，缴枪 1000
余支，取得了红一军成立以来首次歼敌
一个团的重大胜利。杨平口伏击战也是
徐向前任红一军副军长兼一师师长后，
指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战后，红一师
重返黄柴畈休整，进行第二次扩编。全
师三个支队扩编为 3 个团，每团两个营，
每营 3个连，共 1500余人。

为执行中央“截断平汉铁路”“南下
夺取武汉”“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
利”的指示，许继慎不得不结束皖西之战，
率军部和红二、三师转道向西，回到鄂豫
边苏边区，后与红一师会合。经过两个月
苦战，红一军虽然扩展到 5000 余人，但要
完成中央的“任务”，仍是不可能的。

7 月下旬，徐向前率红一师一、三两
团及特务大队，再次出击平汉铁路，攻
克郝家湾车站后，转至青山口，得悉距
该地 40 里的花园镇为刚从武汉过来的
钱大钧部教导三师第五团驻守。该敌
惧怕红军袭击，白天挖战壕，夜晚坐更，
赶修工事。徐向前和党代表戴克敏交
换意见，认为花园的敌人虽然装备较
好，但属于训练部队，战斗力较弱，红军
经过杨平口、郑家店战斗，士气正旺，决
定出敌不意，夜袭花园。7 月 28 日晚，
部队从湖北孝昌的青山口出发了。

“两个月前，红一师只有几百人，那
时说走就走，行动非常迅速、灵活。”董
绍富分析，“可现在，1000 多人，人多枪
多，装备多，全师集合起来，用了近两个
小时。各级干部又缺乏组织大部队行
军的经验，走了十几公里，后卫部队就
掉队了，走在前的部队只好等待。走到
花园车站东南 15 里地区时，天已破晓。
徐向前心中十分焦急。失去了夜袭时
机，他当即召集紧急会议进行磋商。正
在犹豫时，地方党组织来人说，前一夜
镇内敌仓库着火，敌人为灭火折腾了大
半夜，驻南街的敌八十三师留守连已撤
走，敌人没有特别的戒备。”得知这个情
况，徐向前和政委当机立断决定按原定
部署安排。

7 月 29 日黎明，由特务队化装成赶
集群众，首先清除了敌人外围的岗哨。
随后，部队主力从四面八方冲进花园街
里。这时敌人正在洗漱，当发现红军时
顿时大乱，战斗不到 3小时，大部分敌人
被歼灭。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扛着缴获的物
资弹药，高兴地走来。徐向前仔细地查
看，忽然对走过来的战士问道：“敌人的
迫击炮呢？”“什么迫击炮？”“就是刚才
敌人用来打我们的炮，你们不知道？”他
用手比画着。“那玩意儿太重，我们没有
要。”一个战士说。 徐向前忙说：“赶快
去找回来，那炮找都找不到，你们还不
要！”于是，战士们赶忙跑回去，把 5 门
迫击炮扛了回来。

“袭击花园，是一次出色的战斗。”
孙伟说，“这一仗歼敌一个团1400余人，
缴获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枪800余支
和大量物资、弹药。战后，徐向前率领红
一师转移到小河溪地区，进行了第三次
扩编。将原每团两个营补充为3个营，还
组建了一个机炮混成团。全师 3000 余
人。”

红一军诞生

连战连捷

杨平口伏击战

奇袭花园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简称红一
军，是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苏区主力部队之

一，由红十一军改编而成，诞生于 1930 年 4 月 12
日。红一军诞生后，以大别山山脉为中心的工农武

装割据局面正式形成。红一军广大战士在大别
山区南征北战，冲破“立三路线”的影

响，走向胜利。

红一军诞生
新县老人们向记

者讲述红军战斗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