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赴

河南考察调研，第一站就来到新

县，提出了“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

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的重大要求。牢记领袖殷殷嘱托，

新县坚持以“两个更好”重大要求

为统领，抢抓机遇，埋头苦干，奋勇

争先，全力建设“四示范三高地一

家园”，勇当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排

头兵，以真抓实干的作风向党和人

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近年来，新县扎实推进“三个

一批”活动，持续开展项目争取、招

商引资、重大项目建设三项竞赛，

构建 1个项目推进中心、五大指挥

部的“1+5”重点项目推进机制，做

实经济发展支撑。

壮大主导产业。把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做强生物

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主导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特色产业，持续实施

“三大改造”，已建成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 1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个，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9家、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8家，羚锐生

物获评省制造业头雁企业，创建了

省质量强县示范县、省首批县域商

业体系建设示范县。

创优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

效”改革，创新开展“精准助企”“局

长就是营商环境”等活动，出台“助

企纾困十二条”，省普惠金融试点

顺利通过评估验收，营商环境综合

排名连续两年位居信阳市第一方

阵。近三年来，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每年保持10亿元以上增长，固定资

产投资年均增长14.7%，产业结构实

现“二三一”到“三二一”的历史性转

变。

严格落实“四个不摘”。创新推

广精准防贫保险机制，坚决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实施“产

业连户”“志智连心”两大“造血工

程”，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

兴示范区建设业务培训班在新县举

行。

开展乡村建设行动。全域推进

“十百千万”工程，打造“一环三线五

谷”格局，高标准建设乡村振兴示范

区。有序推进省乡村电气化工程试

点县、数字乡村试点县建设，接续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全

县所有乡镇均创建成省级以上卫生

乡镇，获评全省农村人居环境集中

整治先进县、“厕所革命”先进单位，

创建了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示范县，被确定为全省城乡交

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

多元发展特色产业。推进“一

业一群、一县一园、一镇一品”，围绕

“两茶一黑”、中药材、食用菌等优良

品种，推进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

化、品牌化发展，制定特色农产品地

方标准 20个，建成“中国淘宝村”4

个、省级现代化产业园1家，15个农

产品获“三品一标”认证，9个农产

品获第三方有机产品认证，创立国

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获评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多重保障暖民心。完成所有困

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成

功创建全国无障碍环境示范县。与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人才委托

培养、定向输送协议，外派劳务人员

3.9万人，年创外汇超1亿美元。高

效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

建成技能实训中心42个，新增城镇

就业 2.8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 1.9

万人，“红城月嫂”荣获全国优秀就

业服务项目三等奖。

公共服务再优化。推动各类

教育均衡发展、优质发展、特色发

展，本科进线率连年递增，被确定

为全省教育综合改革重点县、国家

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

县。推广居家养老服务“戴畈模

式”，构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

构养老互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戴畈村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

型社区。推进紧密型医共体建设，

通过全国健康促进县和国家卫生

县城复审。

筑牢红色基因传承高地。推进

“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基因赓

续传承”“红色产业做大做强”三大

工程，积极创建鄂豫皖苏区首府

5A 景区，首府路街区获评省级历

史文化街区。开展“口述历史抢救

工程”“小小讲解员进景区”等活

动，讲好“四个故事”，加强“三个教

育”。发挥大别山干部学院龙头作

用，开发“走读大别山”精品线路，

做强“大别红营”研学品牌。

做优文旅文创融合文章。实

施“十园兴旅”工程，创建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 3个、省级乡村旅游特

色村和休闲观光园区等21处，入选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被确定

为省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县。健

全“创意大赛+文创企业+文旅产

品”输出链条，开发文旅文创产品

300余种，“田铺大塆”系列文创产

品畅销市场。

厚植文化服务供给沃土。推

进文化惠民工程，实施城市书房、

“两馆一中心”、公共文化数字工程

建设，被确定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试点县，成功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抢抓省级文化合作社

试点机遇，培育乡村文化合作社17

个，打造村史馆、非遗展示馆、民俗

博物馆等非遗文化阵地40多处，打

造“九铺十八坊”非遗传承示范区，

获评省首批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保护发展示范县。

（新县老促会 龚炳熹王鸿）

为更好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老区精神，驻马店市于2018年3月~2022年8月对杨靖宇将军纪念馆进行修缮。新场馆占地面积150亩，总投资4.3亿元，目前已先后
接待2000多个单位进行红色教育，参观人数超30万人次。图为修葺一新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 张杰 摄

革命老区卢氏县地处伏牛山

腹地，在这块4004平方公里的大

地上，散落着66处修缮一新的革

命遗址，时刻闪耀着红色基因的

光芒。

这些红色遗迹似闪闪的红

星，凝结着卢氏县老促会十余年

的心血和汗水。2009年，在卢氏

县老促会会长彭修身带领下，卢

氏县老促会工作人员历时数十

天对县域内的革命遗址进行了

全面普查；三门峡市、卢氏县两

级老促会联合调研，撰写了关于

对卢氏县革命遗址抢救性保护

的调查报告，受到了三门峡市

委、卢氏县委高度重视，时任三

门峡市委书记李文慧做出重要

批示。在卢氏县委、县政府领导

下，由卢氏县老促进会牵头，县

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联合行动，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

则，以革命遗址保护项目为抓

手，以红军时期的革命遗址保护

为重点，对重大事件发生地、战

斗遗址、烈士牺牲地等，采取修

缮、修建革命遗址纪念碑、纪念

地摩崖石刻、建造红色场馆的形

式，加紧对县域内红色资源的保

护利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目前，卢氏县已建成11个红

色场馆，吸引不少省内外游客前

来打卡。位于官坡镇兰草村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

纪念馆，现已成为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河南段的重点管控区和核

心展示区。馆名由刘华清上将

题写，纪念馆占地面积1100平方

米，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被中国老促会、河南省老促

会、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命

名为“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示范基地，2021年接待红色教

育团队 410 余批、3.8 万余人次参

观学习。

双龙湾镇龙驹村作为长征路

线的分兵处遗址，经过三年的精心

打造，已建成总投资1.8亿余元、占

地面积约 3万平方米的马湾红色

教育实践基地，先后获得河南省

“党员教育培训示范性乡镇党校”、

三门峡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

信念教育基地”等荣誉。2021 年

以来，已承接三门峡市和郑州市的

50余个重点单位的党建红色教育

等活动300余次，接待本地参观学

习的干群 5.9万人次，外地参观学

习的干群11.4万人次。

位于卢氏县的豫鄂陕党政军

机关旧址纪念馆、中共卢氏县委诞

生地旧址纪念馆、石大山抗日战争

纪念馆、洛阳师范学院抗战时期办

学旧址纪念馆、龙首山庄党性现场

教学点等红色场馆，也已成为该县

党史常态化学习教育场所。

同时，卢氏县还建成了红二十

五军长征纪念亭、刘华清将军让马

纪念碑、望云庵红军宿营地纪念碑

等 52个红色纪念碑（亭）和 3个老

区标志性路标。这些革命遗址，如

漫天闪闪的红星，记载了革命先辈

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时刻提醒我

们不管走多远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更使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油然而生，激扬起强国有我、为

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强大力量。

（白旭东雷燕）

11月 10日，辉县市举行“弘

扬老区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示范

基地揭牌仪式。新乡市老促会会

长刘建华、执行会长傅江山，辉县

市有关领导出席揭牌仪式。

示范基地包含 2座展览馆及

4 处革命旧址，即郭兴事迹展览

馆、八路军后方医院旧址、陈赓驻

平甸抗战指挥部旧址、新乡南太

行党史教育馆、陈赓抗日作战指

挥部旧址、中共新辉获汲中心县

委办公旧址。郭兴事迹展览馆以

大量实物和图片展现了“太行山

特级战斗英雄”、原北疆军区司令

员郭兴同志光辉的一生。4处革

命旧址经修缮，基本保持原貌，并

陈列有丰富的展品和展板。

揭牌仪式上，刘建华指出，要

以示范基地揭牌为契机，加强党史

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

一代代传承下去。要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

雄和烈士的故事，让全社会更好地

了解老区、热爱老区、感恩老区。

要进一步加大红色场馆、遗址的保

护力度，深入挖掘不同时期红色基

因传承的脉络和特征，用实际行动

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

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新乡市老促会 孙广峰陈喜堂）

洛宁县第二实验中学地处革

命老区洛宁，坐落在洛宁文庙旧

址上。

这所学校不仅历史悠久，还

有着光辉的革命历程。洛宁文庙

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公元

1001 年），元代、明代、清代皆设

儒学，供生员读书。1930 年，洛

宁县立中学在文庙创办。1936

年~1938年，共产党员曲乃生（时

任洛宁县立中学校长，后曾任河

南省教育厅副厅长）、韩达生（时

任教员、后曾任新四军独立团政

委）、贺崇升（曾任河南省政府秘

书长、交通部副部长）带领进步师

生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掀起

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涌现出

以张耀彤、张芝灵、彭仲韬为代表

的大批一心向党、敢于斗争的优

秀学生，革命的火种在洛宁呈燎

原之势。

1947年，洛宁解放后，李宗白

受邀担任洛宁县立中学校长。他

是中共洛宁县党组织的创建人之

一，德高望重，治学严谨，深受师

生爱戴。后来，洛宁县立中学改

称洛宁县第二高级中学。2005

年，在洛宁县教育改革中，洛宁县

第二实验中学应运而生，根植洛

宁这块红色沃土，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

洛宁县第二实验中学成立

后，深入挖掘曲乃生、韩达生、张

芝灵、彭仲韬等革命先辈的革命

事迹，将红色资源盘活、把红色故

事讲好，建立了红色资料展室，编

写了红色校史。把红色教育与学

校德育工作相融合，让红色教育

走进课堂，把红色资源转化为教

育资源，用红色文化引领学生健

康成长。

学校通过营造良好的育人环

境和举办系列教育活动，使红色因

子潜移默化地浸润师生的心灵。

先后举办了革命先烈故事宣讲、红

色主题演讲比赛、阅读红色故事笔

记展、红色教育主题班会、红色教

育基地参观学习、国庆节为祖国送

祝福书法大赛等活动。

红色教育引领学校发展，激励

师生奋发向上，课堂教学更高效，

学生成绩更优异。近年来，学校涌

现出杨红霞、蒋秀萍等一批模范教

师，学校由一校一区发展为一校二

区，办学成绩得到社会各界的好

评。

近日，学校组织全体教职工，

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广大师生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在新征程上再创新业

绩。

（翟柏波赵学智）

杨靖宇（1905年～1940年），原名

马尚德、马顺清，字骥生，1905年 2月

13日生于确山县李湾村（今属驻马店

市驿城区），13岁考入确山县第一高等

小学，18岁考入河南省立第一工业学

校。在校期间，杨靖宇开始接受马克

思主义思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

年，参加了由李大钊发起的北京大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该会的第 88

名会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冬，杨靖宇受党组织派

遣，和同学张耀昶一起离开开封，回到

家乡确山开展农民运动。1927 年 2

月，在杨靖宇等人的努力下，确山县农

民协会会员发展到 1万多人，中共驻

马店特支在洪沟庙镇玉皇庙召开确山

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选举杨靖宇为

确山县农民协会会长。1927年 4月 4

日，杨靖宇率领各路农民武装，举行全

县农民“亮牌”大会，欢迎北伐军进入

河南，要求县知事王少榘交出四大劣

绅、取消苛捐杂税。1927年 4月 6日，

杨靖宇领导农民开始攻城，首先控制

了火车站，切断了敌人增援，把确山县

城围得水泄不通。次日，汝南、遂平、

信阳等地农军闻讯纷纷前来增援。

1927年 4月 8日夜，农军攻进城内，镇

压了土豪劣绅，活捉县知事王少榘。

1927 年 4月 9日黎明，一面犁头大红

旗插上了确山城头。这是在党的领导

下，河南取得的最早的农民武装暴动

大胜利。当年 4月底，建立了全国第

一个代表农工利益的县级革命政权

——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开创了

全国农工建立革命政权、掌握政权的

光辉先例。杨靖宇代理主任一职，行

使主任职权。

1927年 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

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1927 年

11月 1日，杨靖宇等人成功领导了确

山起义，全歼了李广化的反动民团，打

响了河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

一枪，从此拉开了河南土地革命的序

幕。确山起义成功后，建立了中共确

山县委、确山县革命委员会、确山县农

民革命军，杨靖宇任革命军总指挥。

1927年 12月，杨靖宇在作战中受伤，

伤好后中共豫南特委派他前往信阳，

担任信阳县委书记，化名张贯一。

1928 年年初，调到中共河南省委工

作。其间，杨靖宇曾在洛阳、开封等地

从事地下工作，先后三次被捕入狱。

1929年 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中共中

央决定派在上海干部训练班学习的东

北籍同志回到东北，同时选派一些有

斗争经验的同志到东北工作，杨靖宇

就是其中之一。1929 年 10 月，中共

满洲省委成立后，省委书记刘少奇亲

自和杨靖宇谈话，要他担任中共抚顺

特支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

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

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南

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

击队，任政治委员。1933年 9月，任东

北人民革命军第 1军第 1独立师师长

兼政治委员。1934年 4月，联合 17支

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

任总指挥。同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

第 1 军军长兼政治委员。1936 年 6

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 1军军长兼政

治委员，7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

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率部长期

转战东南满大地，威震东北，配合了全

国的抗日战争。日伪军连遭打击后，

加紧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军事讨伐、经

济封锁和政治诱降，同时对杨靖宇悬

赏缉捕。

1940年 2月 23日，在濛江县保安

村西南三道崴子的密林中，几百名日

寇把杨靖宇层层包围，最后他壮烈牺

牲。凶残的日军破开杨靖宇的肚腹，

胃里除尚未消化的树皮、草根、棉絮

外，竟无一粒粮食。参与“围剿”的伪

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不得不

承认杨靖宇的英武。虽为敌人，睹其

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

为纪念杨靖宇，1946年东北民主

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濛

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驻马店市老促会王太广马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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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在伏牛山的红星
——卢氏县革命遗址保护工作侧记

辉县市“弘扬老区精神 传承
红色基因”示范基地揭牌

洛宁县第二实验中学

根植红色沃土 培育时代新人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在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中书写新县答卷

杨靖宇将军抗战名将民族脊梁

红色故事红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