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摧枯拉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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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全国解放战争已

经进行了一年"我军转入战备进攻的

时机已经成熟# 党中央审时度势"指

挥晋冀鲁豫野战军陈
&

陈赓
'

谢
&

谢富

治
(

兵团渡黄河南下" 开辟豫西解放

区# $鲁山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于庆

彬
!!

月
)*

日下午在豫西纪念馆接

受采访时说"!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豫

陕鄂边区%豫西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

机关先后在鲁山建立# 鲁山县以其背

靠伏牛% 俯瞰中原的突出战略地位"

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豫西广大地区

的军事%政治活动枢纽# 刘伯承%邓小

平%陈毅%邓子恢等著名领导人曾多

次来鲁山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运筹帷

幄"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 今天举行这个纪念会意义非同

一般 "因为 "鲁山的解放 "为解放中

原%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卓越贡献"中

共豫陕鄂边区和豫西区党%政%军领

导机关先后驻扎于此
+

鲁山成为豫陕

鄂边区 %豫西区政治 %经济 %文化中

心# 当时的鲁山就是一个省会"但他

要比现在的省会肩负的历史重任

大# $

为了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为豫西新解放区输送干部" 太岳%太

行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民兵"组成

一支庞大的支前队伍# 博爱县抽调副

县长李涵若%县军管会副主任兼财粮

科科长刘纯奇以及民兵% 担架队
*,,

余人组成博爱支队
-

李涵若任支队

长
(

"随陈谢兵团第九纵队挺进豫西#

陈谢兵团强渡黄河以后"以横扫

千军之势"迅速歼灭了盘踞在豫西的

国民党军有生力量" 接连解放了新

安%宜阳%陕县%卢氏%伊阳%嵩县%栾

川%临汝等地#

."#$

年
.,

月下旬" 九纵二十五

旅经伊阳%临汝县境"进军鲁山西北

部"解放了背孜%瓦屋地区# 李涵若带

领的傅爱支队亦随军到达# 按照部队

首长指示"李涵若在背孜学校召开群

众大会"宣布成立伊
-

阳
(

鲁
-

山
(

县民主

县政府"李涵若任县长# 同时"在瓦屋

张贴布告"建立民主区政府"刘纯奇

任区长#

.,

月
/,

日" 九纵二十七旅分两

路由嵩县鸣皋进至二郎庙%瓦屋一带

以后"出敌不意"转而向南轻装沿山

区小路强行军"歼南召之敌#

一克鲁山城

..

月
.

日夜"九纵二十五旅七十

三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鲁山县

城包围"

0

日晨"发起攻城战斗# 当时

国民党县长兼保安团团长任邦和副

县长张汉民及李超凡%岳天统带保安

团
1

个中队守城# 解放军发起攻击不

到一个小时"守城的国民党武装就溃

不成军# 任邦慌忙组织残敌"集中火

力从南门突围逃跑# 任邦带残部逃到

张良镇后"把保安团
%,,

余人交给李

超凡
-

时任鲁%宝%郏三县联防主任
(

带

领"只身化装逃往许昌# 李超凡旋即

将保安团拉到张官营"后又沿南部山

区向西流窜到玉皇庙一带" 伺机反

扑#

此次战斗" 我军毙% 俘敌
/,

余

人"首次解放鲁山县城# 李涵若带领

!博爱支队$进入县城"筹建县政府#

任邦逃到许昌后"向国民党河南

省第五行政公署专员吴协唐报告鲁

山失守情况# 为了活命"他哀求辞去

了鲁山县县长和保安团团长职务"保

荐李超凡担任鲁山县县长兼保安团

团长#

..

月
/

日"九纵二十五旅解放张

良镇"二十七旅一部解放下汤#

..

月
2

日"鲁山县民主县政府宣

告成立"首任县长李涵若签发了县政

府的第一号布告&同日"在鲁山城关

镇和让河街张贴了建立城关镇民主

政府和让河区民主政府的布告#

此时"为了阻挠陈谢兵团在豫西

展开"国民党军第五兵团司令李铁军

亲率
$

个旅的兵力从洛阳南下"妄图

把解放军主力围歼于临汝% 鲁山%宝

丰一带# 陈谢兵团引鱼上钩"主动撤

离伏牛山东麓" 转移南召以南地区"

以便扯散敌军%消耗敌军"捕捉战机"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

..

月
3

日"九纵首长以!鸡毛信$

-

表示十万火急
'

指示李涵若'速在鲁

山城南沙河架设一座能通过重炮的

临时性桥梁# 李涵若命刘邹以让河区

区长的名义"召集附近村庄群众用木

板%木桩%草袋连夜把桥架成#

当天傍晚"太行支前干部大队
-

孙

竹庭任大队长"李庆伟%戴司任副大

队长
'

由陈谢兵团前委委员裴孟飞带

领" 在一个营的兵力护送下来到鲁

山"当晚宿于贾王庄# 次日凌晨"部队

紧急集合出发"经婆娑街%下汤%四棵

树进入南召县境#

..

月
%

日上午"陈谢兵团笫四纵

队十一旅在鲁山县城东北的四山寨

阻击国民党军李铁军部" 重创敌军"

歼敌
/,,

余人# 完成阻击任务"十一

旅撤过沙河"进人南召县境# 部队撤

离后"李涵若带领博爱支队部分人员

到城南沙河拆除了桥梁"并按照部队

首长指示"在让河张贴布告"把抓获

的宝丰县保安团团长刘法舜枪决在

让河西寨门外的河滩里# 此时"主力

部队已经走远# 李涵若带领博爱支队

留下的民兵和干部
-

共有
1,

余人&机

枪三挺%步枪
$,

多支
'

进入鲁山西南

部山区打游击# 他们经熊背%鸡冢%四

棵树%下汤%白草坪%土门%马老庄"于

..

月中旬转移到瓦屋%背孜%寄料%岳

村%仓头%大营一带活动#

..

月
$

日下午
0

时"李铁军兵团

一部逼近鲁山县城"与国民党鲁山县

县长李超凡带领的保安团会合"首先

用火炮轰击"继而进占县城#

李超凡带保安团进入县城后"以

!八路军嫌疑分子$的罪名"抓
/,

余

人" 将其中三人杀害于东城门外"其

余送交国民党第五行政公署#

李铁军部队进城不久即撤离# 次

日"吴协唐从许昌给李超凡送了一汽

车子弹和部分枪支"命令李超凡加紧

修筑工事"死守鲁山县城# 李超凡把

保安团的
1

个中队约
$,,

余人分别

进行了部署" 让第一中队主守北城

墙"第二中队主守西城墙"第三中队

主守南城墙" 第六中队主守东城墙"

其余
#

个中队作为机动力量#

再克鲁山城

从
..

月
%

日起" 解放军撤出伏

牛山东麓之临汝%郏县%宝丰%叶县%

鲁山诸县后"国民党军先后占领了上

述地区# 此后不久"仅留一二四旅在

宝丰%郏县"其他各地由各县残余反

动地方武装防守"主力尾追解放军南

下# 为了调动兵力歼敌"巩固伏牛山

根据地"解放军以少数部队把敌主力

牵制在南阳% 西峡口一带#

..

月
.,

日"秦基伟司令员率九纵回师伏牛山

东麓"命二十七旅再夺鲁山县城#

..

月
0,

日下午" 九纵二十七旅

八十团% 七十九团将鲁山县城包围"

由八十团二营主攻城北"一营在城东

佯攻与截击# 七十九团以一部于城西

助攻"另一部于城南截击# 此时"李超

凡见情况危急"一面急令其留作机动

的
#

个中队分别进入阵地"一面急电

请求第五行政公署专员吴协唐派兵

解围"并让张汉民%岳天统协助指挥

战斗#

!!

月
0.

日凌晨" 攻城部队发起

攻击"敌军凭仗城防工事顽抗# 攻城

部队因主攻%助攻配合不当加之唯恐

伤害城内群众"未用重武器"所以两

次攻城未破#

此时"驻守宝丰之国民党军一二

四旅遣其三七一团和两个保安队来

鲁山给李超凡解围# 由于解放军预先

未派出侦察"也未作打援准备"所以"

当敌人先头营和保安队于
0/

日
1

时

许突然与八十团一营在城东的叶茂

庄接触时"解放军仓促迎战"陷于被

动#

叶茂庄系八十团一营一连的阵

地# 战斗打响后"敌人首先以一个正

规营的兵力分三路发动猖狂进攻"把

一连从阵地挤到一片坟地内#

连长吴和尚和几名战士负了伤#

紧接着"敌人又喊叫着!抓活的$"向

一连发起冲击# 久经战斗的吴连长"

不顾自己伤势"在紧急时刻"仍然指

挥战斗"待敌人接近时"他抱着转盘

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 枪筒打红了"

机枪手李永发用浸了水的毛巾往机

枪上淋水# 与此同时"一连战士又把

一排手榴弹投向敌群"一片敌人应声

倒下# 吴和尚乘敌军混乱之机"大声

喊道'!南边的敌人退了"我们的部队

包围过来了
4

准备冲锋"不要让敌人跑

了
4

$正面的敌人一时军心动摇"个个

回头张望# 吴和尚带着部队乘机猛

冲"敌人扭头就跑"一连又把阵地夺

了回来#

稍停"敌人又采取三面包围的阵

势"进行反扑"把一连又挤出了工事#

吴连长大声喊道' !同志们( 党和人

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为人民立功

的时候到了( 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把

挂彩的同志抢出来( $战士们在连长

的带领下猛冲过去"用刺刀和手榴弹

猛烈地与敌人拼杀# 一连指战员发扬

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智勇兼施"以

少胜多" 抗击了敌军一个营的进攻"

毙俘敌军
.%,

余人#

正当一连与敌全力拼搏时"攻城

部队赶来支援"逼敌溃退# 城内之敌

乘我军全力打援时" 弃城逃往许昌#

解放军追击至宝丰县境南部" 此时"

九纵二十六旅亦抵达宝丰西北地区#

宝丰之敌自觉无力抵抗"慌忙弃城而

逃"纠合郏县之敌连夜逃窜# 解放军

收复鲁山%宝丰县城#

此次战斗"共毙敌
.$,

余人# 七

十九团二营营长常凤山等同志在战

斗中壮烈牺牲#

鲁山第二次解放后 " 李涵若带

领博爱支队部分人员再次进入县

城#

..

月
0%

日"戴云程带领武庆生%

李锐%王永安%侯宜民等太行支前干

部到鲁山" 组建了中共鲁山县委员

会"戴云程任书记# 此后"鲁山各地

人民政权陆续建立" 各项工作逐步

顺利展开" 鲁山人民的历史揭开了

新的篇章#

豫陕鄂边区

."#$

年
1

月下旬"以晋冀鲁豫野

战军第四%第九纵队和三十八军组成

的陈谢兵团强渡黄河" 连续歼敌克

城"打乱了国民党军在豫西的防御部

署#

..

月
1

日"在南召县的南召店"

陈赓主持召开了兵团前委会议 "决

定并成立了中共豫陕鄂
-

豫西 %陕

南 %鄂北
(

后方工作委员会
-

简称 !后

委$

(

"韩钧%裴孟飞担任书记和副书

记 "主要成员还有孙定国 %宋烈 %高

芸生# !后委$受兵团前委领导"主管

地方工作#

..

月中旬"裴孟飞率领太行支前

干部大队由南召县的下周湾出发"进

驻鲁山县西部的下汤镇#

..

月
."

日"

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成立"高芸生任

行署主任"杨少桥任副主任"同时成

立了豫陕鄂后方司令部"韩钧%孙定

国分别担任司令员和副司令员"裴孟

飞任政委#

..

月
0/

日" 陈谢兵团再克鲁山

县城# 豫陕鄂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进

驻县城开展工作# 此后"陈谢兵团坚

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在豫

西地区展开" 出敌不意发起了平汉%

陇海铁路破击战"一举斩断了国民党

军队的运输线"继而分兵出击"在迂

回运动中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大量

歼灭了敌军有生力量# 至
.0

月底"解

放了平汉铁路以西%丹江以北%潼关

以东的广大地区"开辟创建了豫陕鄂

解放区# 此时"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

成立了豫陕鄂军区#

豫陕鄂党政军领导机关建立以

后"在全区大力推进组织建设%政权

建设和武装建设# 至
."#1

年
3

月"全

区共组建了
"

个地委% 专署和军分

区"并建立县级民主政权
3#

个# 此一

时期"陈谢兵团前委根据毛泽东主席

提出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

付敌人$的指导思想"先后抽调了
.0

个团的兵力作为建设地方武装的基

干力量" 陆续拨出
0,,,

多名干部做

地方工作"在鲁山边境西南山区与邻

县毗邻地带" 新设了 !伊鲁嵩$%!沙

南$%!鲁南$

/

个县级行政建制" 迅速

控制了局势#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解

放区迅猛扩大"地跨豫陕鄂
1

省的边

区建制已不能适应当时形势的要求#

."#1

年
3

月"豫陕鄂边区按照中共中

央指示划分为!豫西$% !陕南$两个

行政区# !未完待续"

特注'为庆祝党的生日"暨国家级新药#维压心脑康$

系列胶囊隆重上市之际"经院党委决定"从即日起到
..

月

/,

日举行优惠活动" 百万药品大赠送" 活动期间一律半
价"并实行买三赠一)送会员卡一张*"凡服用

%

个疗程达
不到治愈的"十年内复发者凭卡免费供药"直到康复#

由国家科委批准立项"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

中国中医疑难病研究院承担的国家!九五"十五$重点
攻关课题+中成药制剂%维压心脑康&系列降压胶囊治
疗高血压的临床研究,成果已顺利通过国家组织的专
家评审验收" 并于二

55

六年八月获得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药批准文号#

该药是由中国中医疑难病心血管研究院"本草药
物高血压研究中心组建的

#,

多位博士生导师" 病理
学专家共同攻关完成"经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广安门
医院等十多家医院经两万五千例患者临床验证"有效
率

.,,6

%停药率达
"/716

"无毒副作用"无依赖性"无
论病史多长"血压多高"有无并发症"一般

38$

天血

压基本正常"连续用药
082

个疗程即可康复停药# 彻
底摆脱了长期服用西药带来的痛苦#%维压心脑康&胶
囊具有补气益血%醒脑%滋阳养肾%解痉稳压"降低血
脂"扩张并软化血管"能迅速恢复机体调节机制"从而
消除头痛%头晕%失眠%烦躁%手脚麻木%疲劳等症状"

并有效地终止因高血压引起的心%脑%肾等器官的病
变"使血压下降正常后不再反弹# %维压心脑康&的问
世打破了传统提炼中药的方式"运用欧美萃取技术浓
缩而成药效比常药高

/

倍#其独特的疗效被国内外媒
体如中央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大公
报,等纷纷予以报道%经国家卫生部审核批准为国药
准字中药保护品种#

郑重承诺' 凡服用
.3

天无效者"凭发票退款#

咨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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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年前!

."2$

年
..

月! 中国

人民解放军陈谢兵团以摧枯拉朽

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挥师豫西!

0/

日解放了鲁山县城! 建立了新政

权# 然而!有
3

万多名土匪!他们和

国民党余孽" 反动会道门勾结!到

处杀人放火"抢劫!危害我新政权$

解放军和反动集团展开了一场殊

死的斗争%%

."21

年
%

月设立鲁

山市& 中共豫陕鄂边区和豫西区

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驻扎于此&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革

命家多次在鲁山主持召开重要会

议!运筹帷幄!指挥中原战役$ 这一

时期!鲁山成为豫陕鄂边区"豫西

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鲁山曾有

'八方风雨会中州( 之誉$

0,,$

年

..

月
0/

日! 鲁山县举行庆祝鲁山

解放
%,

周年大会$ 会上!革命前辈

再现了当年的烽火硝烟$

鲁山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于庆彬正在讲述解放军

解放鲁山的故事 赵占增
9

图

豫西纪念馆的巨幅宣传画 康兵韬
9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