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官主动介入
积案终获执结

本报商丘讯（记者 何永刚 实习
生 葛庆勋 通讯员 刘雪豪）“朱法官，
我到民权了，您把申请人叫来吧，我
这就把钱还了。”近日，远在深圳的被
执行人代某主动来到民权县法院，一
次性履行了全部义务。而之前，代某
一直拒不执行，之所以态度有如此转
变，与民权县法院执行法官朱家友有
关。

两年前，代某的妻子欧某做生意
向朋友苏某借款 60余万元，其间欧某
突然意外去世。当苏某拿着借条找
到代某要账时，代某却不愿意还钱，
双方诉至民权县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一方死
亡，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依法
判决代某偿还苏某60余万元。判决生
效后，代某未按期履行义务。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朱家友
及时向代某邮寄送达了执行通知
书、财产报告令等法律文书，代某态
度强硬，不愿意主动履行义务。朱
家友通过网络查控发现，代某名下
有 3 辆车，且银行账户有流水记录，
属于有能力履行却拒不履行。

通过几次跟代某交谈，朱家友发
现代某看中个人名誉，于是他便立即
冻结了代某的银行账户，并把他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一举措，果然
让代某的思想产生了松动，朱家友乘
胜追击，又向代某讲明拒不履行法院
判决、裁定的严重法律后果，代某终于
想通了，专程从深圳赶到民权，主动履
行了全部义务，一起拖了两年之久的
案件到此执结。

唐河县检察院
推进民行监督

本报讯 今年以来，唐河县检察院
及时转变思维方式，积极适应办案新
常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加大监
督力度，民行检察工作取得新成效。

切实畅通案源渠道。该院民行部
门走访政法委、人大法制办、乡镇司法
所、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多途径拓宽案
源渠道；深入企业、社区、乡镇，通过法
律咨询、普法讲座等形式，对民事诉讼
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广泛宣传；通过对检察机关民行检察
部门职能、受理的条件等内容进行深
入细致的介绍，让群众了解民行检察
职能，引导当事人选择检察监督的途
径，提高民行检察工作的社会认知度，
共收集案件线索12件。

建立检法联系机制。该院积极与
法院建立民行案件受理、裁判等基本
信息通报制度，建立双向沟通联系机
制，推动检察监督与法院内部监督机
制的紧密衔接和良性互动，促进检法
互信，提高诉讼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不断提升监督质效。该院牢固树
立质量意识，完善落实案件集体讨论、
案件质量评查等各项案件质量保障制
度、措施，不断加强对法院审判、执行
工作和检察监督工作的总结、分析和
研判，深刻解读法律条款和立法精神，
切实提高监督质量。

重视案件息诉息访。该院在办案
中加强释法说理，化解社会矛盾，做到
案结事了，文书送达后，适时对当事人
进行跟踪回访，把息诉工作进行到
底。截至目前，该院办理的各类民事
行政案件，全部息诉服判。

（牛凌云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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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与本报联办

□记者 马国福/文 通讯员 汪海/图

刘邓大军浴血大别山始末
在恢复和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刘邓大军克服千难万险，在数十

万敌军穷凶极恶的尾追、“清剿”等围攻中，在数以万计的地主恶霸、特务、保安团
等暗袭中，取得了一个个胜利，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我们追忆这些为恢复
和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而献身的先烈，就是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947 年 8 月 27 日，刘邓大军主力
进入大别山后，敌军主力被甩在淮河
以北，大别山地区极为空虚。为了迅
速立足生根，我军分遣各部队向预定
地区展开，攻占了鄂豫皖边区的广大
地区。此时，我军一方面阻击尾追之
敌，另一方面就地开展地方工作。”信
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博士蒋文俊
说，“在我军实施展开时，蒋介石急忙
调集 23 个旅的兵力，过淮河，企图趁
我军立足未稳对这一地区进行合击，
争夺这一战略要地。截至 9 月底，我
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共歼灭
敌正规军 6000 余人，初步完成战略展
开。”

10月上旬，经过多次战斗，刘邓大
军已控制长江北岸达 150 公里，威震
大江南北，当月下旬，在高山铺歼敌
12600 余人，俘敌 9500 多人。这些战
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破坏刘邓大军
立足生根的合击计划，打开了新局面。

“与此同时，进入豫皖苏鲁地区的
华东野战军主力和进入豫西地区的陈
（赓）谢（富治）兵团，都已胜利展开。从
此，三军在中原‘品’字形阵势形成，迫
使蒋介石把防线由黄河移至长江，倒退
500公里，实现了把敌人进攻解放区的
战略后方变成我军前进的基地，把战争
引向蒋管区的战略目标。”蒋文俊说道。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节节胜利，
使敌人十分惊慌。12 月 1 日，蒋介石
为解除心腹之患，遂集中 14 个整编师
33 个旅的兵力，在敌国防部部长白崇
禧的九江指挥所统一指挥下，开始对
大别山实行大规模的围攻，企图彻底
摧毁大别山根据地。敌人的围攻采取
所谓军事和政治相结合、围攻和清剿
相结合的“总体战”。一方面采取分进
合击的办法，另一方面利用地主恶霸、
特务等,恢复保甲制度，发展谍报网、
碉堡网、公路网，以配合正规军围攻和

“清剿”，摧毁刘邓大军刚刚建立的大
别山地方政权和武装。

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大别山
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能否最
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战争
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
配合，刘邓大军主力坚持大别山斗争，
陈粟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向平汉、陇海
铁路沿线展开大规模的作战，寻机歼
敌，调动和分散大别山的敌人，直到彻
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刘邓
大军决定继续分遣兵力开辟新区，实
行战略再展开，拖住敌人，以粉碎敌
人的“围剿”。于是，12 月 10 日，在汉
口以北百余公里的黄陂站王家湾，刘
邓首长把野战军直属部队分成前后
两个指挥所，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
副政委率直属部队大部组成野战军后
方指挥所（简称后指或后方指挥所），
同第一纵队一起，北渡淮河，向淮西地
区展开；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
员、李达参谋长率精干的野战军前方
指挥所（简称前指或前方指挥所）留
在大别山地区指挥第二、三、六纵队
主力与敌作战。

“1947 年 12 月 10 日晚上，后方指
挥所开始北上，刘邓两位首长依依惜
别。”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姬
少华说，“这一次分开，刘伯承在光山
北向店的五虎岔羊与敌重兵遭遇，可
以说虎口脱险……而留在大别山的主
力部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采取敌
向外，我向外，敌向内，我亦向外，将敌
人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敌人，大部消
灭小敌的方针，积极打击敌人。”

近日，记者在商城县史志研究室副主
任科员柯大全的带领下，冒雨前往商城县
城南 60 公里的长竹园乡五里山刘邓大军前
方指挥所旧址。

临近中午，记者一行到达五里山瓦锡
坪，来到位于瓦锡坪中学对面的刘邓大军
前方指挥所旧址。“1947 年冬，刘伯承司令
员率领后方指挥所北上后，邓小平政委、李
先念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等率精干的前
方指挥所，继续留在大别山领导军民作战，
巩固和扩大解放区。”柯大全说，“前方指挥
所曾三次进驻商城县境内五里山，指挥大
别山区革命斗争。”

前方指挥所曾以刘邓名义向中央军委
作了《关于和华野、陈赓兵团协同粉碎敌人
围攻作战的意见》报告，还向部队发出《关
于粉碎敌人对大别山“清剿”》《关于做好亲
区工作》等指示。其中，《关于做好亲区工
作》指示是邓小平在五里山村深入了解情
况后专门制定的。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
时，商城亲区的反动势力猖獗，民团威逼群
众把粮食都藏起来，并让群众躲进深山老
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先念曾在商

城战斗生活过，他深知商城县的情况。
后来，邓小平与李先念商量，由李先念

向官兵专门作了一场《关于做好亲区工作》
的动员报告。李先念从亲区的名称由来和
土地革命时期亲区革命斗争历史，讲到如
何发动亲区群众，建立根据地等，使大家进
一步明确了开辟亲区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
针，加深了对开辟亲区意义的认识，鼓舞了
军民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在此期间，前方指挥所以中原局和军
区名义向战斗在大别山的部队发出了《新
区筹粮办法要点的指示》，另以刘邓名义发
出关于节约粮食，爱护民力，维护群众利益、
度过春荒等指示。”商城县史志研究室主任
刘如新说，“当时商城县委负责人到前方指
挥所驻地汇报工作时，邓小平针对商城的情
形，当即对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问题向全区
作了重要的指示，号召全区党政军要极力保
护发展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解放区经
济。前方指挥所在商城期间发出一系列指
示，是坚持和巩固大别山解放区的及时雨，
对粉碎敌人围攻清剿，发动群众，坚持大别
山解放区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的两
个多月，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过程中最困
难的时期。”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祝
辉分析说，“这也体现出邓小平的人格魅力
和军事才能。”

邓小平对大别山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
有深刻的评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
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
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
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为了减轻坚
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压力，中央军委下达了

“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的指示，这
使邓小平率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能够得
到外线的有力支援。然而，邓小平却宁肯

“在大别山背重些”，也要为外线歼敌创造有
利的条件。

1947 年 12 月 10 日，邓小平送走刘伯承
的当晚，即与李先念、李达一起率领前方指
挥所东进，指挥留在大别山区的部队和鄂
豫、皖西两区党政军民，坚持开展艰苦卓绝
的内线斗争。当时，敌我双方的战斗十分激

烈，每天竟有 40 多个旅相互周旋于大别山
区，战斗十分频繁。于是，出现了一种战争
奇观：一条山路，敌我都想争着走；一个村
庄，敌我都想争着成为自己的宿营地。无论
是行军还是宿营，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

此时，邓小平早已做好了“我们在大别
山背重些”的思想准备，激励坚持在大别山
内线斗争的刘邓大军更加英勇地与强敌展
开殊死斗争。邓小平站在战略全局的位置上
考虑问题，根据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密集
向大别山中心区合击的态势，鉴于大别山中
心区山高路窄、回旋余地小、不利于大部队行
动作战的地形特点，邓小平审时度势，实行

“分遣和集中相结合”的机动歼敌方针。按照
该方针的部署，刘邓大军第二、三、六纵队迅
速撕开敌军的包围圈，牵着敌人的“鼻子”大
周旋，地方武装则就地坚持游击战斗。围攻
大别山的国民党军队对刘邓大军主力的大规
模合击扑空之后，气急败坏地进行更加残酷
的“进剿”“追剿”和“清剿”，使坚持大别山内
线斗争的部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

外线淮西区、桐柏区和江汉区以及内线
大别山区的展开，扩大了根据地，调动了敌
人。敌军被迫将“围剿”大别山之敌整编 85
师、52师13旅、新17旅等仓皇调往江汉地区；
整编 9 师 9 旅、56 师 163旅，相继调往桐柏地
区。但此时敌军仍集中主要兵力对大别山进
行“围剿”，敌我形成拉锯式的斗争局面。

坚持在内线斗争的刘邓大军主力，为了
保存力量，寻机歼灭敌人，主要是运用分遣
与集结的机动歼敌方针，大踏步分遣调动敌
人，粉碎敌人合击阵势；以突然向中心地区
集结，寻求敌人弱点，主动出击，围歼可以歼
灭的敌人，因而不断获得胜利。此时，鄂豫
军区部队在军事上执行“积极消灭反动地方
武装，组织各级游击集团，建立情报站，进行
内线坚持，消耗分散敌人，配合主力作战”的
方针，主动出击，歼灭敌人。

1948 年 1 月，敌军企图在潢（川）固（始）
地区利用淮河、史河等自然障碍围歼刘邓大
军部队，但刘邓大军机动转移，趁敌调动之
隙，挥师西指，于 2 月 4 日再度收复光山县
城，使敌军合围扑空。同时，广大人民群众
也积极奋起，展开了破路、反抓丁、反抢粮、
反掠夺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主力
和地方部队作战。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刘
邓大军共歼敌正规军和地方反动势力11000
余人，收复了10余座县城，取得了很大胜利。

刘邓大军外线部队进入了桐柏山、大洪
山，越过汉水，直抵潜江、石首。第一纵队进
入淮西地区后，协同豫皖苏四分区连续作
战，于 12月 24日攻克汝南县城，俘敌河南省
保安部队副司令温汉卿以下1800多人，以后
又向平汉铁路，与陈粟野战军直接配合作战，
并与陈粟野战军、陈谢兵团在确山胜利会
师。至此，解放军在河汉江淮之间完成了全
面的占领，迫使敌人不得不缩到铁路沿线。

“敌人集中兵力合击我军，屡遭扑空，而
分区进剿，又不断遭我军袭击，且后方交通
线又常被切断，以至有时需空投解决供应问
题。”大别山干部学院大别山精神研究中心主
任董绍富说，“在我军的打击下，蒋介石眼看中
原不保，被迫先后从大别山调走了13个旅的兵
力去应付其他地区的失败局面。敌对大别山
的全面进攻遭到惨败，敌军大量被歼，平汉、陇
海两条铁路干线被切断，重要屯兵基地也被我
军攻取，敌军陷入线线被切断，点点被包围的
态势。其对中原的全面防御体系被我军粉碎，
被迫转向分区防御。而我军终于在大别山区
稳稳地站住了脚跟，深深地扎下了根。”

刘邓分兵之后，刘伯承在北上的路上又
发生了什么险情？第十纵队又是如何挺进
桐柏山的？在大别山最艰苦的时候，中央是
怎样支持刘邓大军的？欲知后事如何，敬请
关注后续报道。

战略展开 节节胜利 中学对面 前指所在

内线斗争 艰苦卓绝

大量歼敌 站稳脚跟

柯大全带领记者寻找
刘邓大军前方指挥所

更正：昨日本报06版《丰富和规范
党内仪式是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
识”的重要途径》一文中，第四栏第一句
话应为“今年以来，信阳市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