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生平邱彤

平顶山市以山为名，因煤而立，具有

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重点革命老

区，多年来，该市依托当地丰富的红色资

源，大力弘扬老区精神，赓续红色基因，传

承红色文化，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平顶山

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在老区建设发展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河南省最早成立的

老促会，平顶山市老促会先后获得“全国

社会扶贫先进集体”“全国先进老促会”

“老区工作先进单位”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市老促会原会长段松会被中国老促会授

予“革命老区建设特别贡献奖”。

荣誉的背后，是平顶山市老促会的不

懈努力、不断探索与创新。他们有着怎样

的经验与方法？近日，我们采访了平顶山

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裴建中。

探索新机制探索新机制，，老区发展群策群力老区发展群策群力

平顶山市老促会成立于 1993 年 4

月，29年来平顶山市老促会始终以弘扬

老区精神、促进老区发展为己任，在工作

过程中，平顶山市老促会探索出了“党委

政府重视支持、自觉抓好自身建设、联络

凝聚工作合力”的一套工作机制。

党委政府重视支持。平顶山市老促

会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支持老

区和老促会工作的讲话精神，积极向党委

政府领导汇报老区建设工作。裴建中告

诉记者，“平顶山市老促会工作取得的成

绩与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同时也离不开市老促会原会长段松会同

志打下的坚实基础。市老促会成立近30

年来，历届市委、市政府都非常重视支持

我们的工作，我们主动汇报工作情况，提

出意见建议，让党委、政府领导了解老促

会的工作情况，重视和支持老促会工作。”

自觉抓好自身建设。为建设一支领

导班子强、工作制度完善、能干事的工作

队伍，平顶山市老促会研究制定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见》，明确了抓

好思想建设、加强组织建设、加强制度建

设三个重要内容。

联络凝聚工作合力。“我们主动争取

中国老促会和省老促会的帮助支持，积极

与全国部分市（州）老促会开展工作交流，

不断加强与各县（市）区老促会的紧密联

系，同时整合社会力量，加强与各理事单

位如党史、财政、扶贫等市直单位的联系，

形成工作合力。”裴建中介绍说。

主动作为主动作为，，老区工作成效显著老区工作成效显著

在明确发展思路以后，平顶山市老促

会自加压力，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

等重点工作上成效显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

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

传承好”。平顶山市老促会高度重视宣传

工作，建设完善了一批红色场馆、举办了

平顶山革命历史展，为传承红色基因提供

教材搭建平台。

裴建中介绍说，全市已建成大中型红

色场馆26个、乡村红色场馆（室）46处，其

中宝丰县中原解放纪念馆等4处红色场

馆被中国老促会、省老促会、省委党史研

究室命名为“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示范基地”。这些红色场馆已经成为广

大干部群众和中小学生接受党史教育的

学习基地；市老促会编写的《革命老区县

发展史》丛书，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

了教材；配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

活动，市老促会举办了平顶山革命历史

展，使全市15万名干部群众接受教育；拍

摄平顶山革命史专题片《红色鹰城》，上线

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举办庆祝建党

100周年“感悟初心跟党走”红色故事演

讲比赛，并将视频光盘发放至全市各级党

委，为全市党员学习党史提供了素材。

宣传工作与实践工作并行。平顶山市

老促会经常深入基层围绕老区脱贫攻坚、红

色资源保护利用、乡村振兴发展等开展调查

研究，累计完成调研报告300余篇，为各级

党委政府做好老区工作提供了决策参考。

平顶山市老促会千方百计为老区办

实事、好事。“协调各方资金及社会捐款

1.9亿多元，累计完成老区536个建设工

程项目。举办各类技能培训班1200多

期，累计资助5000余名老区贫困生完成

学业，并向老区村捐赠图书100余万册。”

裴建中说。

谋划发展谋划发展，，老区振兴未来可期老区振兴未来可期

老区振兴不只在于一时的新貌，关键

在于如何可持续发展。裴建中表示，对于

未来工作，平顶山市老促会从长远出发，

谋划发展。

裴建中说：“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革命老区和老促会工作，为我们的

工作明确了重点，指明了方向。我们更要

主动作为，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作好服务老区工作，为助力老

区建设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近期，平顶山市政府出台《平顶山市新

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实施方案》，持

续加大支持老区振兴发展的力度。平顶山

市老促会将继续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加强

保护利用工作，使“四红”建设走向乡村。

同时加强老区调研，发挥老促会妇工委“老

区巾帼志愿服务团队”作用。

“2023年是平顶山市老促会成立30

周年，我们将以开展系列纪念活动为契机，

认真总结经验，展示成果，继续发挥自身优

势，进一步拓宽工作思路，弘扬老区精神，

赓续红色基因，为老区振兴发展作出新的

贡献！”裴建中表示。

全面推进老区振兴发展全面推进老区振兴发展
市县老促会会长系列访谈

赓续红色基因 助推老区发展
——访平顶山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裴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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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平顶山市财政局、市乡村振

兴局、市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下达

2022年市级财政革命老区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计划，旨在加强老区

项目监管，共同促进革命老区建设进

程。按照计划，本项补助资金共计200

万元，将用于平顶山6个县、市的13个

革命老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

汝州市、郏县各分配40万元；舞钢市、

宝丰县、鲁山县、叶县各分配30万元。

本次专项补助资金将重点用于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将切实加

快平顶山市部分革命老区的乡村振兴

步伐。

在下达该项补助资金计划的同时，

平顶山市财政局、市乡村振兴局、市老

区建设促进会还提出具体使用要求。

强调本项资金为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并

明确了其支出用途列支；强调衔接资金

的使用既要倾斜脱贫村，又要兼顾非贫

困村，实现均衡发展；强调部门职能分

工，落实项目资金公示与对接工作，加

快项目实施进程。

据平顶山市老促会副秘书长李晓

黎介绍，该市自2014年设立市级财政

老区扶贫（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专

项资金以来，老促会共计利用老区专项

资金1700万元，安排老区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78个，所建项目全部高质量、高

标准完成，受到了老区群众的交口称

赞。

（平顶山市老促会陈殿武）

革命英烈董天知是从河南省荥阳

市革命老区走出去的抗日民族英雄，也

是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牺牲的八路

军最高级别的将领。为弘扬红色文化，

讲好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从英烈故事中

汲取信仰的力量，“七一”前夕，荥阳市

老促会特聘红色宣讲员、荥阳市委党校

理论宣讲志愿者朱玉莹走进荥阳市索

河街道广场社区，为40余名党员讲授

了主题党课《学习荥阳革命英烈董天

知》。

朱玉莹的讲解充满深情。通过讲

解，大家了解了董天知烈士从少年壮志

到热血青年，从革命萌芽到光荣入党的

人生经历，以及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的

过程。狱中五年，董天知和薄一波等众

多意志坚强、立场坚定的共产党人秘密

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创办了“狱中红

色党校”，团结带领狱中同志和敌人斗

智斗勇，历经生死考验。特别是经党组

织营救出狱后，他受党派遣远赴山西组

建抗日新军，开启浴血沙场，英勇抗

日。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董天知烈

士为国家为民族壮烈殉国，时年29岁。

现场听课的党员表示：“虽然董天

知（故居）就在我们身边，但是身为荥阳

人，对荥阳的革命英烈了解得太少了。

听完这堂课，感觉董天知的形象就在我

们眼前，太鲜活、太生动了。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们一定要继承好先烈的遗

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荥阳市老促会刘仪）

“一定要把这条荒沟填平，建起‘红

色广场’。”日前，在伊川县平等乡上元

村“红色广场”建设现场，省煤田地质局

驻村第一书记王立峰说，“我们要发挥

好榜样的力量，传承好上元红色基因，

讲好上元红色故事，让英雄精神发扬光

大。”

据了解，伊川县平等乡上元村常住

人口只有560余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小

村。然而，在烽火硝烟的年代，却奇迹般

建立了平等乡第一个党组织——“上窑

村共产党支部”，出现了王石圈以及李

冰、李振虎兄弟等多名战斗英雄。深厚

的红色文化资源，激发着一任又一任省

派驻村第一书记弘扬革命精神，激发着

省煤田地质局驻村书记的动力，共筑乡

村振兴梦的工作激情一直在传递。据了

解，由省煤田地质局牵头，中铁二局、中

铁五局参与援建，共投入资金37万余

元，历经10日鏖战，硬生生把原来倾倒

垃圾的荒沟填平，一个占地2500平方米

的广场雏形初步显现。

王立峰说，上元村将围绕“挖掘好

红色故事、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

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的总体思

路，建设红色广场，展示上元红色历

史，激励党员干部“为村谋事，为民办

事”，鼓励上元人“崇尚英雄、学习英

雄”，为上元村的乡村振兴工作注入红

色动力。 （葛高远刘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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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县“红色”配“绿业”景美地生金 平顶山市

下达2022年市级财政革命老区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计划

荥阳市

红色课堂进社区 英烈精神永传承

伊川县上元村

填平荒沟建广场 红色基因放光辉

洛宁县是洛阳市南部生态发展区洛宁县是洛阳市南部生态发展区，，总面积总面积

23062306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地貌为地貌为““七山二塬一分川七山二塬一分川”，”，属典属典

型山区农业县型山区农业县，，更是革命老区县更是革命老区县。。洛宁是河洛文洛宁是河洛文

化发祥地化发祥地，，境内有标志中华文明渊源的境内有标志中华文明渊源的““洛出书洛出书

处处”“”“仓颉造字台仓颉造字台”“”“伶伦制管伶伦制管””等众多历史文化遗等众多历史文化遗

存存，，是中华文明之源是中华文明之源、、文字之源文字之源、、音乐之源音乐之源。。

早在早在19251925年年，，革命先烈李翔梧就在洛宁传革命先烈李翔梧就在洛宁传

播马列主义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主张宣传共产党主张，，播下革命火种播下革命火种。。

全县全县1818个乡镇中个乡镇中1717个是老区乡镇个是老区乡镇，，389389个行政个行政

村中村中240240个是老区村个是老区村。。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在这片红色热土上，，革命革命

遗迹及故事众多遗迹及故事众多：：现存中共洛宁县委现存中共洛宁县委、、洛宁县抗洛宁县抗

日民主政府旧址日民主政府旧址，，地下党领导人曲乃生地下党领导人曲乃生、、贺崇升贺崇升

故居和将军彭仲韬的故居等革命遗址故居和将军彭仲韬的故居等革命遗址，，革命烈士革命烈士

李翔梧和温旭阳的事迹家喻户晓李翔梧和温旭阳的事迹家喻户晓。。全县现有市全县现有市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44处处，，李翔梧红色教育基地李翔梧红色教育基地

被省委党史研究室命名为河南省中共党史教育被省委党史研究室命名为河南省中共党史教育

基地基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洛宁县力争创省级全域旅洛宁县力争创省级全域旅

游示范区游示范区，，搭建双向平台搭建双向平台，，群策群力群策群力，，扎实推进全扎实推进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国文明城市创建。。

赵学增赵学增赵笑菊赵笑菊李峰李峰文文//图图

洛宁县 三源圣地 红色沃土

仲夏时节，走进西华县黄桥乡颖河湾

生态园，只见桃树果压枝头，大桃白里透

红，让人眼馋。颖河湾生态园园主和合胜

喜笑颜开地说，他栽培的新品种大桃，提

前月余成熟上市，吸引客户、消费者前来

买桃、尝鲜，每枚大桃5元，供不应求。这

里正是西华县“红色”配“绿业”，美景地生

金的真实写照。

西华县是周口市唯一一个全域革命

老区县，“红色”指境内有杜岗新四军游击

支队会师纪念馆、纪念碑，有“三岗”革命

根据地，有西华县烈士陵园。“绿色”就是

发展了大桃、葡萄、黄金梨等小杂果和花

卉苗木基地，还种植了香葱、韭菜、小辣

椒、小香瓜、供港蔬菜、供京莲藕等“绿色”

无公害蔬菜。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华县委县政府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老区“优先”发展的

政策，把“红色”当“宝贝”，把杜岗会师纪

念馆、纪念碑、“三岗”革命根据地作为“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经常组织党员干部群

众，到红色基地参观学习。利用县电视

台、微信平台，反复播发杜岗新四军游击

支队会师纪念地、“三岗”革命根据地历史

贡献和今日发展变化，让红色基地家喻户

晓，代代相传。截至2021年，已投资5亿

元用于杜岗会师纪念馆、纪念碑的整修和

扩建；投资2亿元用于“三岗”革命根据地

和豫东特委纪念馆建设；投资1000多万

元扩建西华县烈士陵园，不仅让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而且要发扬光大。

西华县注重“红色”配“绿业”发展，把

美丽乡村建设与发展观光旅游农业结合

起来，让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实现乡

村振兴。黄桥乡裴庄村农民，在调整农业

种植结构中揣摩透了“一亩园、十亩田”的

道理，率先栽种桃树，卖桃收入成倍增

加。村“两委”引进桃树优良品种，开展桃

树管理技术培训，帮助解决大桃销售等问

题，大力扶持农民种桃树。

黄桥乡推进“万亩桃园”提升工程，发

展成全省规模最大的连片大桃种植基地。

与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河南农科

院等科研机构合作，引进蜜桃、油桃、蟠桃

等48个优质品种，免费发放桃苗31万余

株。与河南经贸学院、深圳大学对接，投资

695万元建立智慧农业平台，对万亩桃园

种植、墒情、生长、管理，可查、可控、可操

作。大桃成熟期由原来的3个月延长至6

个月，大桃由“按斤卖”到“论个卖”，亩效益

由4000元增加到8000元，现在依靠高新

技术，亩效益正在向2万元迈进，全乡大桃

年产值上亿元，成为全乡支柱产业。

西华县依托“万亩桃园”连续成功举

办17届桃花节，形成了从种桃、卖桃到赏

花、卖景，再到喝桃花酒、住桃家院、看桃

缘戏、赏桃艺品、上淘宝网的文旅产业。

吸引40万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带动经济

收入 8000余万元，实现村民户均增收

6000元。近年受疫情影响，桃花节变成

了云上直播，效果较为明显。

西华县以“万亩桃园”为“景点”，带动

各乡镇发展种植无公害蔬菜30万亩，种

植小杂果10万亩，红花镇花卉苗木基地

年育苗面积2万亩以上，成了豫东有名的

“苗木之乡”；培育了黄桥乡大桃、东王营

乡葡萄、西夏镇黄金梨、逍遥香葱、大王庄

韭菜、艾岗小辣椒、西夏小香瓜、奉母粉

条、供港蔬菜、供京莲藕等一批叫得响的

农业“绿色”品牌。丰富了农民的“菜篮

子、果盘子”，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西华县“红色”配“绿业”，打造了艾岗

乡“三岗”根据地、红花镇杜岗会师纪念馆

等红色景点，打造了黄桥乡万亩桃园观光

旅游景点，打造了聂堆镇女娲文化旅游景

点，这里春季花似锦，秋季果飘香，美了环

境地生金。西华县先后荣获全国粮食生

产先进县、全国绿色小康县、全省畜牧业

发展重点县和全省林业生态县等称号。

（西华县老促会彭世繁）

开栏的话
布谷声声，仲夏匆匆而来。

在各方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广

大读者的热切企盼中，“革命老

区”专版如期而至。

河南是块红色的革命沃土，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根据地人民

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付出了

极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当

前，全省上下正在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提出的

革命老区“两个更好”重要指示精

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新

时代支持老区振兴发展的有关文

件精神，我们按照今年 1 月 18 日

省委常委会研究老区工作会议的

有关要求，适时创办了“革命老

区”专版，是新形势下弘扬老区精

神，加强老区宣传，促进老区乡村

振兴的新举措、新渠道。

“革命老区”专版的创办，旨

在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

策，及时报道革命老区在奋进新

时代、全面推进振兴发展中的新

亮点，真实反映老区人民呼声，介

绍革命老区建设的好做法、好经

验，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加丰富

的资讯，更加开放的思想，更加宽

广的视野，凝心聚力，奏响老区建

设发展创新的新时代强音。

汇聚成就新主流，承载就是

正能量。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

节，我们愿“革命老区”专版同时

还能够成为展示和交流全省各级

老促会工作成效的一个新平台，

更希望有老区建设情怀的广大读

者与我们并肩携手，一路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