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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广告监管工作成效明显
�������本报讯（记者 窦娜）10 月 27 日，记者
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今年以来，全市广告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积极发挥各自职能，强
化协作监管，先后开展了农资广告、烟草广
告、交易场所广告、非法集资资讯清理等专
项整治行动，不断强化疫情期间广告监管工
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制定下发了虚假广告
联席会议工作要点及工作职责分工，广告监
管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截至目前，在“软色情”广告整治中，约
谈告诫 25 家（次），开展宣传 144 次。开展农
资广告整治以来， 共检查农资经营户 1765
家，开展整治工作宣传 360 次，查处农资虚
假宣传案件 2件。 整治非法交易场所中，检
查各类交易场所、各类广告主、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 4921 户次， 检查各类广告 521
条次。 在两次非法集资资讯清理宣传活动
中， 市场监管部门发放宣传资料 1.6 万份，
悬挂横幅 2512 条， 播放防范非法集资公益
广告 1107 次。 周口市银保监局开展防范非
法集资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 26 万余份，
设置条幅展板 2000多个， 发送短信 22.8 万

余次，受众达 54 万多人次。市场监管部门强
化广告监测，共监测县级传统媒体发布广告
3.5 万条，监测户外广告 9449 条，监测互联
网广告 1.7万条。 对监测的涉嫌违法广告及
时下派到辖区市场监管局处理，查处违法广
告案件 16 件， 罚款 62.7万元。 加大疫情期
间广告监管和公益广告宣传工作力度，未发
现利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布虚假违法
广告情况。

下一步， 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将持续
开展虚假违法广告整治， 依法从重从快查
处涉及导向问题、政治敏感性、低俗庸俗媚
俗问题以及妨碍社会公共秩序、 违背社会
良好风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违法广告，
营造风清气正的广告市场环境；加大“软色
情”广告、保健食品广告、农资广告、烟草广
告、 非法集资资讯信息等专项整治行动力
度，不断加强广告治理 ，强化信息共享 ，联
合共治。 同时，继续开展广告监测工作，强
化对辖区内县级广播电视广告和户外广告

的监测， 增强虚假违法广告整治的打击广
度和深度。 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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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妇幼一疝病治疗方式获省卫健委认证———

临床医学适宜技术推广项目

河南省小儿疝手术培训基地
记者 徐松

������10月 28日，郸城县妇幼保健院收到
来自河南省卫健委的一份喜报，该院“腹
横纹小切口疝囊超高位结扎治疗小儿腹

股沟疝”手术治疗技术被认证为河南省临
床医学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并向全省基层
进行推广。 同时，郸城县妇幼保健院被确
定为河南省小儿疝手术培训基地。

记者看到， 这份来自省卫健委豫
卫科教函〔2020〕30 号文件《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关于下达 2020 年度河南省
医学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的通知 》显
示，各有关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 ）卫
生健康委， 有关省直医疗卫生单位、
高等医学院校 ，河南省医学会 ：为贯
彻落实全省卫生健康大会精神，加快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先进技术转移，

促进卫生健康科技成果向基层临床

一线推广应用，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技
术服务能力， 推动健康中原建设，根
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 》和 《河南省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条例》， 我委委托省医学会征
集筛选了第二批 153 项临床医学适宜
技术面向全省基层进行推广 。 现将
2020 年度河南省医学适宜技术推广
项目下达给你们，各项目单位要按照
医学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管理的有关

要求，认真做好项目组织实施 ，落实
项目经费配套 ，加强项目管理 ，确保
项目如期完成并产出成果。

在 2020 年河南省医学适宜技术

推广项目 153 项目录中， 郸城县妇幼
保健院“腹横纹小切口疝囊超高位结
扎治疗小儿腹股沟疝 ” 项目名列前
茅。

郸城县妇幼保健院院长亢国良

介绍，近年来 ，该院为减轻疝病患者
的痛苦，推动健康郸城 、健康周口和
健康中原建设，不惜人力、物力、财力
加强疝病专科建设， 购置先进设备、
培养专科人才，在疝病治疗与学术研
究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该专科成为
在全省有名气、全国有影响力的特色
专科。

该院党支部书记、疝外科学科带
头人杨军介绍，这个项目主要特点是
日间手术不住院、 微创治疗损伤小、

安全有效费用低，适合在区域性医院
大规模开展。 根据郸城妇幼 2018 年
全年手术数据分析，共有 10647 个患
者纳入本研究，术前诊断单侧疝 9795
例，双侧 852 例。 单侧疝手术时间平
均 5.1 分钟， 双侧疝平均 10.3 分钟，
术后约 4 小时出院，所有患者平均在
院时长 6.5 小时，采用单病种付费，平
均住院治疗费用 2624 元。 术后 12 个
月随访效果较好。 由此说明，腹横纹
微切口疝囊超高位结扎术是治疗儿

童腹股沟斜疝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手

术方式，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复发率
低、费用低的优点 ，值得在基层单位
推广。 在当今医疗政策的大环境下以
及节省医疗资源的考虑下，推广本方
法具有重要意义。

“省卫健委肯定我院疝病治疗的
方式，并向全省推广 ，而且确定我院
为河南省小儿疝手术培训基地。 这是
对我院医疗技术和水平的肯定，也是
对我们的鞭策，我们一定不辜负省市
县领导的期望， 在技术上精益求精，
进一步提升医疗水平，采用多种形式
培训更多的医生掌握这项技术，为人
民造福、为中原添彩。 ”亢国良欣慰地
说。 ②9

核心提示：
他，是共产党人李梅村，原名郑鼎，

又名李云鹤，历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红
27军军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局农委
书记、安徽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安徽省政
协副主席等职。

这里是豫东平原上的一个普通村

庄———鹿邑县赵村乡宝北行政村桑桥自

然村。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

小村庄， 却曾与当地有名的农民武装红
枪会，与鼎鼎大名的李梅村，有着一段鲜
为人知的革命斗争历史， 书写着一段可
歌可泣的革命传奇故事。

1928 年，中共河南省委派李梅村到
鹿邑县发动领导群众，开展革命工作。在
鹿邑，他改造了当地的红枪会，并在敌人
势力相对薄弱的桑桥村， 成立了红枪会
西方分会。从此，桑桥村与李梅村产生了
“交集”。

9 月下旬的一天， 周口报业传媒集
团 《红色记忆》 采访记者一行来到桑桥
村，聆听当地群众记忆中的革命故事。

鹿邑建起农民武装“红枪会”
桑桥村位于鹿邑县城西部， 现有村

民 112 户 、714 人 ，居住着吴 、刘 、桑 、孔
等姓氏的村民。放眼望去，厚重的黄土地
上是一望无边的庄稼， 一排排绿树点缀
其间，乡间阡陌纵横，房屋院落，错落有
致， 这里的点点滴滴无不彰显着豫东平
原特有的粗犷、豪迈。

吴万金，老家就在桑桥村，从鹿邑县
人大退休后十多年来， 一直钟情当地的
党史文化研究， 著述丰厚。 说起桑桥历
史，他如数家珍。桑桥村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东周时期，从吴家埠，到熊家楼，再到
桑桥村，村子三次易名。 近代以来，桑桥
村在革命斗争中， 更是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 曾经是鹿邑早期农民武装红枪会西
方分会和红二十七军第二师部的所在

地， 连遭三次火烧， 不少村民献出了生
命。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经历了
血与火的考验，在这片黄土地上 ，至今
仍闪耀着红色的光辉。

红枪会， 是民国时期出现在北方农
村、以“保家自卫”为目的原始自发的组
织。红枪会的兴起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它的主要成员是在军阀、官僚、地主重重
压迫之下的农民， 没有出路而自发产生
的一种民间武装自卫组织。

当时， 在鹿邑县就有一个红枪会组
织，其首领是张朝聘（绰号张疯子）。关于
这段历史，吴万金进行了专门研究。

吴万金介绍， 张朝聘是鹿邑县城南
关翟庄人，农民出身，从小习武。长大后，
张朝聘在县城南关开了一家干果店，做
个小本生意，经常行侠仗义。 此时，桑桥
村的吴芝芳也在南关做牲畜交易生意，
和张朝聘的干果店相邻， 两人有着不错
的交情。后来，张朝聘广泛发动群众加入
红枪会，在鹿邑一些集镇建立了分会，组
织群众抗粮、抗捐、抗税，与反动官府进
行斗争。 一直跟随张朝聘的吴芝芳也回
到桑桥村办起了红枪会， 村民纷纷加入
其中。

为红枪会注入新力量

这一时期的红枪会既没有明确的政

治纲领，更没有先进阶级的思想指南，它
只是广大农村中各阶层农民的武装结社

组织。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共
产党员李梅村的到来， 给红枪会带来了

新的生机。
据《中共周口党史人物传》记载，李

梅村在夏邑期间， 得知鹿邑县农村红枪
会组织发展很快，为了组织农民武装，把
豫东各县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发动并团

结起来，他曾多次到鹿邑县，找红枪会首
领张朝聘联系。

吴万金介绍，李梅村找到张朝聘时，
穿着道袍，手拿拂尘 ，化妆成 “道士 ”模
样， 与张朝聘进行接触。 在二人的谈话
中，李梅村向张朝聘讲革命道理，讲穷人
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张朝聘对他言
听计从，并称李梅村为“大师兄”。

李梅村从夏邑转移到鹿邑后， 与其
他共产党员一起， 积极开展恢复党团组
织和群众工作。他们利用关系，在县城开
设民智书社，出售进步书刊，进行革命宣
传。 接着，在学校进步教师中建立“读书
会”，学生中组织“学生联合会”；在妇女
群众中，以进步女教师为骨干成立“放足
委员会”，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
自由；在城镇居民中，他们通过东关张木
匠等， 以市民、 小商贩为主成立 “扁担
会”， 针对国民党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进行抗税抗捐斗争。

吴万金发表在《党史博览》上关于李
梅村的文章中说， 为了把红枪会这支农
民队伍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 李梅村
为红枪会制定了“不争权、不夺利，不谋
朝、不坐帝，反恶兵、反污吏，为百姓、除
奸弊”的行动纲领，又制定了“不扰民、不
贪财、不盗淫、不叛变”的组织纪律。他又
建立了总会、分会、支会的上下联动、层
层管理的领导体制。

李梅村在红枪会中积极联系苦大仇

深的贫雇农，在红枪会内成立“老冤会”
（会长吴芝芳），起草了章程，号召大家联
合起来， 打倒土豪劣绅， 实行耕者有其
田。他组织会员学习革命书籍，大力宣传
革命道理，同时又纠正了会员服朱砂、念
咒语的迷信陋习，以战前动员、讲革命道
理去鼓励他们奋勇杀敌。

红枪会会员出则是兵，入则为民，定
期集中进行训练，号炮为令，统一指挥，
除恶反霸，打击敌人，很得民心、顺民意。
豫东各县市及皖西北的亳县、 涡阳、蒙
城、太和、阜阳、萧县、蚌埠等地的人民揭
竿而起，纷纷响应。

组织红枪会武装斗争

在对红枪会进行改造之后，李梅村经
常奔走于各个红枪会会员之间，组织他们
进行武装斗争。 不久，红枪会奇袭了鹿邑
县城东南十字河集所驻的亳县八大队王

兴仁部， 缴获长短枪 90余支、 迫击炮 1
门。红枪会还与亳县八大队及鹿邑保安团
联军激战，接连取得胜利，声名大振。

吴万金介绍，1928 年初，当时的国民
党鹿邑县长摆下“鸿门宴”，邀请张朝聘进
县城，要趁机加害他。识破意图后，李梅村
让张朝聘主动进城赴宴， 并带了 1000多
人的队伍当随从。 县长见势头不对，没敢
露面，张朝聘趁机抢了 20多条枪。

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 李梅村按照
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 组织更大规模的
武装斗争。 李梅村让张朝聘带领红枪会
会员，把鹿邑县城团团围住，要求“减租
免税”，并交出在本县作恶多端的“四大
劣绅”。 国民党县长一边拖延时间，一边
向上司求援。战斗打响后，红枪会会员冲
入城内，敌人依托有利地形进行抵抗。

战斗中， 已经是红枪会骨干的吴芝

芳负责攻打西门，他带领敢死队员，冲上
城墙，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眼看西城门
难保，县长准备从北门逃窜，又被张朝聘
带人打了回去。

就在双方进行拉锯战时， 国民党的
援军赶到。 张朝聘赶紧让人在城北付桥
村一带伏击敌人。此时，驻扎在安徽省亳
县的国民党骑兵也杀了过来。骑兵到后，
发现遍地都是红枪会会员， 就想了个办
法，把附近村的房屋全部放火烧毁，红枪
会会员见自家的房屋被烧了， 纷纷回村
救火， 给围攻鹿邑县城的红枪会队伍带
来不小的打击。此时，红枪会也面临着三
面受敌的情况，被迫撤退。

在战斗中， 20多人光荣捐躯， 一些
红枪会骨干先后被捕，英勇就义。 随后，
敌人又在黄桥、丁亮、尚桥等方圆几十里
的村庄烧杀三天，房屋几乎全被烧毁，惨
不忍睹。

桑桥村遭遇血与火洗礼

为了保存实力， 李梅村采取了 “东
进”“北守”“西撤” 的策略， 决定迅速转
移。他让张朝聘带领红枪会主力，转移到
豫皖边界的鹿（邑）亳（县）太（和）交界地
区活动。 他则留一部分人在鹿邑和商丘
的边界坚持斗争， 并在敌人势力相对薄
弱的鹿邑城西 15 公里的桑桥村，成立了
红枪会西方分会。

1928 年，李梅村来到桑桥村 ，住在
了村民吴天文家。 当时村民不知道李梅
村的真实身份，觉得他有文化、懂道理，
都亲切地称他“李老汉”。

李梅村发现桑桥的群众热情很高，
红枪会办得红红火火， 他就给村民讲革
命道理， 宣布在桑桥村成立红枪会鹿邑
西方分会，任命吴芝芳和吴天文为正、副
会长。西方分会先后办起了 26 个红枪会
支会，会员发展到 3000 多人，在当地很
有影响。

桑桥村的红枪会迅速壮大， 也引起
了敌人的恐慌，1928 年 12月 23 日，敌人
清剿桑桥村。 关于这段历史， 村民回忆
说，当时，敌人先派骑兵来到村里侦察，
结果被村民发现了，村民一边跑，一边大
喊：“土匪来了，赶快跑啊！”闻讯，村里的
几名红枪会会员带着长矛大刀跟骑兵打

了起来，骑兵没占到什么便宜，就回去报
告称，这里的红枪会会员多。 于是，敌人
派 60 多名骑兵，从村东面赶来，与红枪
会会员隔河“对垒”，展开激战。几番较量
后，双方相持不下。

此时， 吴芝芳派吴天文带人趁着大
雾，绕到敌人后方，断敌后路，杀敌 2 人，
伤 7 人，夺得战马 13 匹、长枪 5 支、短枪
2 支，大获全胜。 剩余的骑兵逃回去后，
敌人又派一个营的兵力去桑桥村报仇。
此时，桑桥村依旧被大雾笼罩，红枪会乘
机把全村人分成两队， 向附近有寨墙的
程庄和白杨村（现均属张店镇）转移。

转移的群众没走多远， 就被敌人追
上了，红枪会会员拼死抵抗。 吴收芳、吴
老黑等村民在与敌人搏斗中，英勇牺牲，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群众安全转移。
这次战斗共杀死打伤敌人数十人， 缴获
枪支 8 支。红枪会人员也伤亡很大，桑桥
村 150多间房屋全部被烧毁。

“这一仗，受到了李梅村的褒奖。时
任中共豫东负责人的吴芝圃事后专程召

见了参战人员。 ”吴万金介绍。
以红枪会为基础成立红 27 军
据 《中共周口党史人物传》 记载，

1930 年 5 月，由于豫东地区党的活动日
益活跃，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李梅村
由鹿邑转移至沈丘槐店教书， 豫东特委
机关亦转移至槐店。不久，省委要求各地
尽快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李梅村利
用和鹿邑、 商丘、 亳县等地红枪会的关
系，组织一部分红枪会会员，并从孙殿英
部第 7 师中拉出 100 余人 ， 组成红 27
军。他以豫东特委书记的身份，兼任该军
司令员，率领这支武装在商（丘）鹿（邑）
公路两侧开展活动。

“红 27 军成立后， 李梅村宣布张朝
聘带领的红枪会主力为红 1 师， 张朝聘
为师长；红枪会西方分会为红 2 师，吴芝
芳为师长……” 1930年秋， 国民党调动
大队人马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按照
中共豫东特委的指示， 李梅村命令红 1
师阻击国民党军。在亳县城南的十字河、
高桥一带与敌人展开了激战。 经过一天
的战斗，消灭了敌军有生力量，为保卫苏
区做出重大贡献。 活动在鹿邑和商丘交
界处的红 3 师，多次剿匪反霸，消灭了当
地的土匪势力， 沉重地打击了盘踞在亳
县的反动武装“八大队”，群众拍手称快。

此后， 柘城县一个国民党县长为逃
避战乱， 到今天的鹿邑县张店乡李大楼
村一亲戚家暂住。 该县长所带的护卫恶
习不改，欺压百姓。原红 2师的战士得知
消息后，痛打了“恶奴”。 后来，反动势力
偷袭报复，把桑桥村房屋全部烧光，又抓
走村民 30多人，后经李梅村和中共地下
党组织多方周旋，这些人才免遭杀戮。

红 27军有力打击了敌人，动摇了反
动势力在当地的统治基础。后来，国民党
反动派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 大力进行
反革命镇压，革命的形势迅速转入低潮。
当地的党组织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大
部分共产党员被杀。张朝聘也于 1931年
5 月被捕，后死于狱中。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保存革命火种 ， 中共河南省委于
1931年秋取消了红 27军的番号。

李梅村等共产党人在鹿邑的活动

和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派
遣大批特务严密控制， 鹿邑党的组织受
到严重威胁。 1930 年秋，李梅村转移到
淮阳等地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69 年 1月，李梅村逝世。 1982年，
安徽省委为其平反昭雪并召开追悼会。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朱蕴山为他写的挽

联：“成亦革命， 败亦革命， 成败总是革
命 ；生也光荣 ，死也光荣 ，生死总是光
荣。 ”生动地概括了李梅村的革命生涯。
鹿邑县送去了 “豫东山河壮， 群情念故
人”的挽联，表达了鹿邑人民不忘革命前
辈功勋、缅怀人民英雄的一片真情。

为了传承红色精神

岁月不居，时光穿梭！ 如今，桑桥村
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民们过上
了幸福安定的生活。然而，对于桑桥村那
段饱含着先辈们血与泪的历史， 却不能
被忘却。

采访当日， 两鬓斑白的吴万金说起
搜集整理桑桥村历史资料的初衷， 眼神
里充满期待， 他说：“村里的老一辈人为
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他们用鲜
血滋养着脚下的这片土地， 他们的事迹
应该被更多人铭记。 ”

吴万金至今仍清晰记得，1996 年清
明节那天，他回到桑桥村扫墓祭祖，顺便
看望几个年迈的长辈。 当见到自家的叔
叔吴振江时，叔叔拉着他的手说：“以前，

咱村的红枪会可有名，咱们还当过红军，
你爷爷吴芝芳在咱们当地名气很大；咱
们村干革命死了 15 个人，现在的年轻人
都不知道，再过 20 年，这些历史更不会
有人记得了……”

“你得想想办法，让更多人了解咱们
村的这段历史啊……”此后，吴万金开始
四处奔波，搜集整理桑桥村的历史资料。
他找来村里的老年人座谈， 聆听老人们
记忆中桑桥村的历史；找县志、查党史，
研究李梅村在鹿邑开展革命活动的情

况；走访鹿邑的丁亮村、尚桥村、翟庄村
等地方了解红枪会的历史。

在走访过程中，吴万金一不叫苦，二
不喊累，感觉不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对不
起先辈，对不起父老乡亲。此时的吴万金
有一种义不容辞、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在掌握第一手资料后， 吴万金开始
了艰辛的写作过程。此时，他的家庭也突
遭变故 ，2016 年他的妻子突然生病 ，在
郑州做手术，90 多岁的老母亲生活不能
自理，孩子都不在家，一切都需要他一个
人打理。在这种情况下，吴万金也没有产
生放弃写作的念头， 即使在他生病期间
（心血管内放置两枚支架）， 他还在一边
搜集资料，一边加紧撰写稿件。

“桑桥村的历史需要被后人铭记，我
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虽然搜集资
料很辛苦， 可是感觉自己做的事情很值
得。 ”吴万金介绍。

说起吴万金，不能不说他的奶奶，这
位性格坚强的老人在默默支持着他的革

命工作。
吴万金在《深明大义的奶奶》一文中

说，奶奶思想开明，深明大义，坚决支持
爷爷吴芝芳的革命工作。 她辛勤操持家
务，无怨无悔，还经常教育家人不能拖了

爷爷的后腿， 不能耽误爷爷干革命。 一
次，敌人要逮捕爷爷，情况十分危急。 奶
奶就对爷爷说：“你放心走吧， 去找大部
队，家里有事我撑着。 ”

吴万金回忆，奶奶贤惠善良，性格坚
强， 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 爷爷很少在
家， 繁重的家务就落在了奶奶一个人身
上。 农忙时，奶奶穿梭于田间地头；农闲
时，奶奶挑水、喂牲口，干着一般男人才
干的活。

正是这样一位既深明大义， 又顾全
大局的老人， 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一家人， 让他们更好地为国
家和社会做贡献。

采访札记———

记住乡愁留住根

周口是革命老区， 在周口境内还有
很多像桑桥村一样的村庄， 在革命战争
年代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可是
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行， 发生在这些村庄
里那些可歌可泣的往事，大多随风湮灭。

值得庆幸的是， 还有像吴万金一样
热衷于挖掘这段历史的热心人， 他们通
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 把那段革命战争
年代的历史整理出来，让后人铭记。

当前， 我们正在大力实施的乡村振
兴战略， 把文化振兴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来抓。对乡村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挖掘，可
以不断丰富和提升乡村文化的内涵和品

质,发挥文化引领风尚的作用 ,让乡村更
具魅力。

铭记是为了更好地传承！ 我们只有
时刻铭记那段光辉的历史， 才能更好地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让更多人
记得住乡愁、留得住根。 ②6

李梅村：鹿邑革命播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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