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在中牟县法院执行
干警的不懈努力下，一起饲养动物损
害赔偿纠纷案件成功执结，有效维护
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017 年 3 月 6 日，李某骑自行车路
过中牟县官渡镇一街道时，马某饲养
的狗从租住的屋里跳出猛追李某，李
某受惊疾踩自行车离开，慌乱中摔倒
在地受伤，一处肋骨摔断。双方因赔
偿问题多次协商未果，由此引发诉
讼。经审理，判决被告马某赔偿原告
李某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 9000元。

判决生效后，马某并未主动履行
法院判决，李某申请强制执行，中牟县
法院于 6 月 13 日立案执行。经过查
控，执行干警发现被执行人马某名下
并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一时难以
执行，但执行干警并未因此放弃执行，
在深入了解马某家庭情况和亲属情况
后，决定从家庭和谐方面入手劝说。
执行干警王冬勇多次对马某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耐心劝说，并多次对马
某的亲属做思想工作。功夫不负有心
人，最终被执行人家属将全部执行款
送到法院，申请执行人李某当场领取
执行款，该案圆满执行，让两个家庭重
回平静生活。 （鲁韶华）

本报讯 近两年来，唐河县检察院为了将
反向审视工作做实做好，及时进行总结，通过
建立三项机制，助推司法规范，减少了涉检信
访案件的发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建立反向审视制度。专门出台了
《关于开展刑事申诉案件反向审视工作实施
办法》，明确了刑事申诉案件反向审视工作
的原则、案件范围，细化了反向审视工作的
流程，将反向审视制度化、常态化，为反向审
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是建立综合协调矛盾化解机制。建
立健全信访案件转办、分流处理平台，对疑
难复杂的案件，与其他司法机关进行联合
调查、联合听证、联合“会诊”、共同答复，以
增强纠错能力，并引导群众理性、合理表达
诉求。

三是引入“第三方”介入机制。对于多
次信访申诉的当事人，该院及时启动“第三
方”介入机制，通过公开听证等形式，由案
件当事人从检察机关建立的“第三方”人才

库中，挑选自己信任的律师、人大代表或人
民监督员对案件进行合理性评判，增加案
件办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如李某不服检
察机关不起诉申诉案，多次到上级单位信
访，该院受理后，及时召开了听证会，参会
的“第三方”人员一致认为检察机关作出的
不起诉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处理
结果适当，在听到“第三方”的意见后，李某
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最终接受了检察机
关的处理决定。 （王庆惠）

本报讯（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徐文娟）
“杜法官，我现在就把钱打到法院执行款专
户，请法院尽快把我们公司从失信人黑名
单中删除吧！”8 月 16 日上午刚一上班，荥
阳市法院法官杜显富就接到被执行人某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总经
理的电话。

2017 年 5 月 19 日，河南某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建筑公司
诉至荥阳市法院，要求建筑公司履行合同
义务。经审理，双方自愿达成了协议，但建
筑公司一直未履行协议。8 月 13 日，案件
进入强制执行阶段，依照法律程序该案执
行法官将建筑公司纳入失信人黑名单，冻结
该公司名下账户，并电话告知该公司法人。

8 月 16 日上午，建筑公司总经理主动

打来电话，并承诺立即履行协议。问及
原因，原来是建筑公司近期有一项工程
招标会，担心失信问题影响公司招标进
程，这才慌了手脚，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
的一幕。

没过多久，案件款 38 万余元如数打入
法院执行专项账户。至此，案件得以顺利
执行并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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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记者 马国福/文 通讯员王玉新/图

1930 年 9 月，鄂豫皖边特委在周家楼（今
湖北省红安县）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争取
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开始执行全区
总暴动计划。红一军不得不根据长江总行动
委员会的指示，再度向平汉铁路出击。9 月中
旬，红一军根据特委的指示从四姑墩出发，再
次西出平汉铁路，攻广水、信阳未克，遂放弃在
铁路沿线活动的计划，移师豫南的正阳县陡河
镇，将该地民团数百人消灭后，就地休整。

9月 24日至 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
届三中全会。会议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
指出李立三的错误，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武装起
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恢复
党、团、工会的组织和经常工作，在中央结束了李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但是，会议的精神
传达到鄂豫皖根据地时又过了一段时间。 10月
上旬，根据前委的决定，许继慎、徐向前率红一军
克息县，渡淮河，攻克光山、罗山县城，重新向鄂
豫边区靠拢。 这一时期，红军三次出击平汉铁
路，积极向外发展，取得了不少胜利，但也受到

“立三路线”的影响。
徐向前回顾这段经历时说：“从这个时期

军队的行动路线上不难看出，我们是跳跃式行
动。这跳那跳，不是有阵地、有计划、波浪式地
向外发展。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江西革命根据

地的经验时说，根据地的发展，要采取‘波浪式
的推进政策’，很有道理。跳跃式推进，不利于
根据地的真正巩固和扩大。我们打了那么多胜
仗，打开那么多地方，因为不是波浪式推进，地方
工作、政权工作一下子跟不上去，部队一走，一切
都塌台，地盘又落到敌人手里……这些，都是
受‘立三路线’影响的结果。”

“红一军攻克光山后，召开了全军的党代
表大会。会议是在贯彻‘立三路线’的‘左’倾
错误思想下进行的。徐向前率部出击平汉铁路
被批评为‘作战不力’。大会通过的政治任务、
组织问题、宣传问题等决议案，都是要求进一步
贯彻‘立三路线’。会议还作出决定，将 3 个师
混编。”光山县史志研究室工作人员袁登国说。

“许继慎、徐向前一直主张部队早日混
编，认为这对于打破地方观念，使部队相互学
习，战斗力相对平衡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为此
做过很多工作。”光山县史志研究室原副主任
袁宗文分析说，“光山会议后，部队进行整编，
红一师由三个团合编为一、三两个团，师长刘
英；原红二、三师合编为红二师，辖四、六两
团，师长孙永康；军属独立旅、黄麻补充营与
皖西中央独立一、二师合编为红三师，师长肖
方。各级党组织也健全起来。全军共 6000 余
人，军长许继慎。”

1931 年 1 月中旬，红一军与红
十五军在湖北麻城福田河合编为中
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归鄂豫皖边特
委直接领导。军长旷继勋，政治委
员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政治部主
任曹大骏。原红一军第一师与红十
五军第一团合编为第十师，师长蔡申
熙，政治委员陈奇，副师长刘英；原红
一军第二师与红十五军第三团合编为
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
俊，副师长周维炯。全军共1.25万余
人。4月，由鄂豫皖苏区红军中央教
导第二师和鄂东警卫第二团合编为
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
永俊；周维炯任十一师师长。

为了寻找许继慎战斗的足迹，
记者随着董绍富来到鄂豫皖苏区首
府革命博物馆。据该馆工作人员陈
霞介绍，该馆于 1985 年国家投资在
新县建成，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为该
馆题写了馆名。鄂豫皖苏区首府革
命博物馆属于国家级博物馆，坐落
在新县秀丽的山城东南，依山傍水，
仿古式现代建筑。在《风云大别山》

《将军的摇篮》展厅里，记者看到了
大别山军民奋起斗争，鄂豫皖苏区
初步形成；空前发展，新集成为鄂豫
皖苏区首府；重组红军，坚持大别山
的斗争；红旗不倒以及许继慎等老
一辈红军将领的战斗足迹。

“非常痛心的是，许继慎这位为
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革命志士
被张国焘杀害了。”董绍富说，“1988
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
会确定为33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家（后增至 36 位）之一，并誉为中国
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2009
年 9月，被评为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
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
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
立。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如何发展壮
大？所属部队最后归编何处？欲知
后事如何，请关注下期报道。

连续作战歼敌寇

“立三路线”影响大

一马当先破金家寨

红军遍地开花
大别山红旗飘飘

1930 年 10 月 16 日，根据中共中央命令，红
八军第四、五纵队和湖北省阳新县沿江游击
队、皖西红军中央独立第一师第五团，在黄梅
县考田镇吴祥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
军，军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政治部主任周
吉可，下辖第一团、第三团，全军 2000 余人。
红十五军成立后，经过艰苦转战，进入鄂豫边
根据地。

11 月上旬，夏斗寅部向南部进犯，黄麻地
区吃紧。经红一军前委讨论决定，放弃光山、
罗山，南下击敌，并准备向长江沿岸发展，打通
与红十五军的联系。红一军南下，一战于黄陂
的姚家集，二战于黄安，因敌固守，两个攻坚战
都没有奏效，于是转而突袭刚刚进驻谢店的夏
斗寅补充团的一个营，一举全歼该敌，稳定了
麻城的局势。当月底，红一军奔袭新洲，全歼
郭汝栋的第二混成旅，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之
后撤离新洲。

12 月 1 日，红一军进驻湖北省罗田县但店
镇，并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
议。会议否定了“立三路线”，决定放弃进攻武

汉的计划，大力扩大苏区和红军武装。徐向前
和前委领导人对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
决定完全拥护，决定放弃向长江沿岸等地发展
的计划，挺进皖西。

许继慎决定首先消灭金家寨（今安徽省
金寨）敌人。部队到达金家寨，但见残垣断壁
的金家寨外，是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景象：上千
名苏区共产党员和群众的尸骨一堆堆地暴露
在荒野，被害者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剖腹……

按照战前分工，红六团、红二师一个团等
分别从东北、西北方向同时向金家寨发起突
击。战斗打响，许继慎也抱着一挺机枪冲出指
挥所，加入了红六团的冲锋队伍。“同志们，跟
我上，为苏区的乡亲们报仇的时候到了。”他大
喊着，一马当先地冲过结了冰的寨河。

红六团战士们见军长如此骁勇，一个个争先
恐后冲进金家寨，与仓促应战的敌人展开巷
斗……

“当天上午，红一军在金家寨召开万人公
审大会，将一批罪大恶极的民团头目执行枪
决。”董绍富说道。

家犬追赶致人伤
法院执行促和解

“老赖”上“黑名单”影响生意 主动履行义务

建立三项机制 促反向审视工作显成效

▲箭厂河苏维埃政府创办的消费合作
社旧址展馆一角

“奇袭花园之后，红一军
开始有了自己的炮兵。徐向
前的威名在红军内部、在敌人
中间广泛传播开来。”新县史
志研究室主任游振华说，“他
指挥红一师，三战三捷三扩
编，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
的队伍，鼓舞了群众。当地群
众曾编歌谣庆贺胜利：平汉游
击五十天，三战三捷三扩编，
红军声势震武汉，革命烽火遍
地燃。”

1930 年 8 月 22 日，徐向前
率红一师在四姑墩（今属湖北
省大悟县四姑墩镇）与红二
师、红三师会合。在此期间，
许继慎率领红二、三师在皖西
北一带活动，取得了歼敌近
3000人的重大胜利，打开了皖
西北的局面。

“从 6 月到 8 月，红一军的
3 个师分东西两线出击，连战
连捷，先后共歼敌 7000 余人，
自身兵力扩展到5000余人，增
加了一倍以上。”董绍富说，“红
军的装备得到改善，军事、政
治、后勤工作都得到了进一步
加强，战术有了新发展，可以

说，开始了从小规模的游击
战向较大规模运动

战的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