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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邑县高级中学：

领略名家风采 感悟文学魅力
������本报讯 (记者 侯国防 通讯员 苏献
智 )“真没想到校友陈廷一先生这么优
秀，著作等身，真是不容易！ ”3 月 7 日，
在鹿邑县高级中学图书楼陈廷一文学

馆参观的同学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陈廷一先生是鹿邑县高级中学优秀

毕业生的代表， 凭一百多部优秀的传记
文学作品成为享誉全国的传记文学名

家。
同学们在文学馆里驻足观看， 了解

陈廷一先生血色童年和艰苦的求学经

历， 了解陈廷一先生在求学期间就踏上
了文学创作之路， 且几十年如一日坚持
潜心创作、笔耕不辍、一路前行，先后有
100余部作品被 28 家出版社出版。

同学们看到展出的一本本封面已经

泛黄的手稿，心灵受到震撼。看到陈廷一
先生获得的荣誉证书和奖杯，深受鼓舞。

“陈廷一文学馆落户我校，为广大师
生提供了一座全面了解传记名家、 文学
大家、鹿邑文化名人的殿堂。希望学子们
能在这里领略名家风采、感悟文学魅力，
从中得到启发、得到激励，并以陈廷一先
生为榜样，奋发有为，为国家发展贡献力
量！ ”鹿邑县高级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高光乾说。

陈廷一文学馆分前言、生平介绍、作
品陈列、殊荣成果、结束语 5 个部分，收
藏和展出了陈廷一先生 100 余部作品、
手稿、领导人书信、荣誉证书等。 陈廷一
文学馆也是国内同类文学馆中文物资料

保存最为全面、最为翔实、数量最多、最
具权威的文学馆。

陈廷一文学馆自 2021 年 10 月 23
日开放以来， 共接待师生和社会各界人
士一万余人次。 ②18

� ３ 月 １ 日施行的 《周口市港口和
航道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的颁
布实施 ， 是打造中原港城 、 实现周口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 是周口发展
史上的一件大事 。 《条例 》 从港口基
础设施建设 、 港口安全 、 生产经营 、
航道通畅等多个方面做了全方位的规

范 ， 为周口进一步打造临港新城 、 发
展临港经济 、 实现 “变边缘为前沿 ”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对周口实现市委五届二次全会提出的

建设国家区域中心港口城市的目标有

着重大意义。
自 《条例》 实施以来， 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第一时间制订了 《条例》 学习
宣传的方案， 要求全系统以全面贯彻落
实省委书记楼阳生视察周口时的讲话精

神和市委书记张建慧关于打造新兴临港

经济城市的有关要求为指导， 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 《条例》 颁布实施
和宣传贯彻工作的重大意义， 强力推进
对 《条例》 的广泛学习宣传。 局党组及
时召开会议， 将学习纳入党组会议议题
进行了认真学习， 充分利用单位网站、
LED 屏幕、 微信公众号、 微信工作群等
渠道 ， 在单位内部进行广泛宣传 。 同
时， 开展 《条例》 进工地入企业活动，
督促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 、 施工单
位、 物业服务企业等积极开展 《条例》

的宣传活动， 推动 《条例》 在企业的知
晓率， 并督促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组
织有关单位、 企业对 《条例》 同步进行
学习宣传， 确保 《条例》 精神在住建系
统上下全面宣传贯彻、 不留死角。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 、
总工程师谢艺峰表示， 通过集中学习宣
传， 全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干部职工对
《条例》 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有了更加
深刻的理解， 形成浓厚的贯彻学习 《条
例 》 氛围 ， 宣传学习收到了较好的效
果。 为推动 《条例》 落实落地， 确保在
贯彻落实中依法依规、 有的放矢， 结合
“能力作风建设年” 要求， 在前期学习
宣传的基础上， 将就 《条例》 的贯彻落
实组织专题培训， 切实提升服务港航事
业的能力。 2022 年， 该局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围绕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 以房地产
业和建筑业健康发展、 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项目建设 、 加快推进棚改安置房建
设 、 实施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提质行
动、 持续推进绿色社区创建、 加快海绵
城市项目建设等工作为重点， 认真落实
住建领域 “六稳” “六保” 各项工作任
务 ， 初步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
板 ， 全面推动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
展， 为建设国家区域中心港口城市作出
住建部门应有的贡献。 ③6

近年来， 我市牢固树立 “临河就是
临海、 腹地也是前沿” 的理念， 依托沙
颍河通江达海黄金水道优势 ， 确立了
“临港新城 、 开放前沿 ” 的发展定位 。
为改善我市内河航运通航环境， 保障水
上交通安全， 确保港口经济健康、 有序
和可持续发展， 立足周口实际， 《周口
市港口和航道条例 》 （以下简称 《条
例》） 应运而生。 为认真贯彻落实 《条
例》， 市公路局多措并举大力开展 《条
例》 的学习宣传工作， 迅速掀起了 《条
例》 的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学懂弄通落实落地。 市公路局利用
周二政治学习时间， 通过平时自学和微
信发送等方式 ， 组织干部职工集体学
习， 对 《条例》 重点内容逐条解读， 从
《条例》 出台的背景、 意义， 特别是涉
及普通公路部门的条款进行了认真解读

和详细说明 ， 使广大公路职工学懂弄
通、 入脑入心， 确保 《条例》 的贯彻落
实。

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近日来， 市公
路局为积极在全社会营造 “人人关心、
人人支持、 人人参与” 《条例》 宣传学
习的良好氛围， 以法治宣传 “五进” 和
“谁执法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法” 活动
为载体 ， 将 《条例 》 作为重点宣传内
容， 组织人员深入施工企业、 社区家属
院、 学校、 农村、 施工工地等基层一线
扎实开展 《条例》 宣传教育活动， 通过
发放宣传单和 《条例》 单行本， 引导广
大群众和基层一线施工人员了解加快内

河航运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认识内
河航运具有 “低碳” 生态绿色高效的特
点， 感知周口内河航运资源丰富的天然
优势， 成本低、 效益高的比较优势， 能
耗低、 污染轻的独特优势， 对我市乃至

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优势和

继续发展的潜在优势， 呼吁全社会重视
内河航运的发展。

丰富载体学深悟透 。 市公路局把
《条例》 作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的重点
内容， 在局机关内部开辟了 《条例》 宣
传专栏， 制作了宣传展板和横幅， 利用
LED 显示屏不间断滚动播放 《条例》 内
容， 通过网络、 微信群、 公众号广泛传
播 ， 实现了 《条例 》 宣传学习 “全覆
盖”。

积极推进航道桥梁防撞工作 。 目
前， 全市干线公路水路航道桥梁 9 座，
为保证周口水路运输发展需要， 市公路
局与市港航局、 省交通事业发展中心，
联合组织开展航道桥梁防撞工程， 项目
已经省交通事业发展中心报交通运输

部 ， 待批复后组织实施 ， 可由目前的
500吨级提升为 1000吨级船舶的碰撞能
力。

加强桥梁的巡查养护。 全市干线公
路 400 多座桥梁， 各县 （市、 区） 公路
部门， 对辖区内桥梁均配备有桥梁工程
师， 坚持日常巡查， 加强桥梁碰撞隐患
排查治理， 定期进行桥梁安全检测， 确
保我市航道桥梁安全。

市公路局法制安全科科长李东岳表

示 ， 下一步 ， 市公路局将紧紧围绕市
委 、 市政府相关要求 ， 全盘谋划 ， 以
“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为抓手， 综合
施策，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持续深
入开展 《条例》 的宣传教育和贯彻落实
工作， 积极引导公路部门相关企业落实
工作责任， 配合港航管理部门共同维护
好公路桥梁和港口航道的安全通畅， 为
我市实现港航事业复兴、 打造新兴临港
经济城市保驾护航。 ②10

——————贯彻落实《《周口市港口和航道条例》》

��������发展临港经济
奏响城乡建设最强音

记者 彭慧

����加强桥梁巡查养护
力保航道畅通

记者 任富强

张怀玉就义前的口信 西华逍遥的家人收到了吗？
������3 月 8 日 ， 一个平和的日子 ， 散
发着早春的气息。 突然， 记者收到一
份由周口市老促会转来的求助信———
75 年前， 一位革命者在舞阳县曹集寨
（今舞钢市武功乡曹集村） 被国民党反
动派活埋之际大声说 ， 我叫张怀玉
（音）， 今年 28 岁， 是西华逍遥的， 他
们说我是共产党员……请老少爷们给
俺家里捎个信。 说完， 他纵身跳入土
坑……

日前， 舞钢市老促会李贵生等人
收集整理曹集惨案历史资料时， 多位
惨案的见证人含泪讲述了张怀玉等人

壮烈牺牲的经过。 他们说： “这么多
年了， 张怀玉的家人还在吗？ 知道张
怀玉牺牲时的情景吗？ 请大家帮忙找
找张怀玉的家人。”

怀着对革命者的崇敬， 记者当即
与李贵生联系。 热心的李贵生讲述了
事件的来龙去脉……

1947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天气异
常寒冷。 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谢兵团逼
近舞阳县城。 国民党舞阳县长朱绍云
等反动骨干 20 多人闻风而逃 ， 并将
20 多名戴着脚镣手铐的在押 “政治
犯” （共产党员、 青年学生） 随行带
走， 于当日下午傍晚窜至距县城 15 华
里的曹集寨， 驻扎在曹集小学校园内。
当晚 11 时许， 穷凶极恶的敌人将几名
共产党员吊到房梁上残酷折磨， 柴草
熏烤、 皮鞭抽打， 竟然将房梁熏黑。

18 日上午， 朱绍云一伙从被押的
人群里将 6 名青年学生用浅黄色的粗
麻绳五花大绑， 从学校押到寨外西南
约 100 米的麦地里活埋。 这些学生穿
的衣服都很好， 有一个学生还穿着大
氅， 应该是殷实家庭出身， 据说是舞
阳树人中学和舞阳师范的学生。 为了
防止学生们说话和呼喊口号， 刽子手
们事先用布条勒住每个人的嘴巴。 到
挖好的土坑旁， 青年学生们挣扎、 反
抗， 刽子手们就用枪托对他们进行殴
打， 强行将他们推进坑里。 有的青年
学生往坑外爬， 刽子手们又用三齿耙
往他们背上猛砸， 将他们打残， 然后
将他们两人一个坑全部活埋， 场面惨
不忍睹。 据当时在寨墙上观看的董旺
老人说， 围观的老百姓悲愤交加， 许
多人都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当天下午， 朱绍云一伙荷枪实弹，
又把所谓的 “犯人” 向南转移到距曹
集一里地的刘庄村， 关在一个村民的
院子里， 并在院墙上架上机枪。

19 日上午， 朱绍云一伙将一名年
龄较大、 被粗麻绳捆绑的人从院里押
出来。 据说是个解放军的团长。 拿枪
的四个刽子手对那个人一路推搡、 殴
打， 将他带到距离前一天活埋学生不
足百米的深水沟里 。 刽子手用铁锨 、
三齿耙把一个跌水坑简单挖了一下 ，
便将那人强行摁到坑里开始封土。 那
人挣扎、 反抗、 往上拱， 刽子手就用

三齿耙狠砸他的背部和头部， 将他的
头砸烂， 直至他不能动弹， 然后草草
掩埋。

20 日上午， 又一人被粗麻绳捆绑
着带往村北活埋。 那人 30 岁左右， 中
等个头， 白净敦实， 大背头， 头发齐
颈， 穿一件黑色呢子短大衣。 刽子手
们把他带到村北边一小间烟炕房里 。
五六个刽子手把土坑挖好后， 两个刽
子手架着那人走向土坑。 那人对远处
观看的人群大声喊道 ： “老少爷们 ，
我叫张怀玉 （音）， 今年 28 岁， 是西
华逍遥哩， 他们说我是共产党。 我死
在这里了， 请好心的老少爷们给俺家
捎个信！” 说完， 纵身跳进坑里。 一个
刽子手见他拱趴在坑里， 生怕他以后
拱出封土 ， 便举起三齿耙向他背上 、
腰上用力一阵狠砸， 直到他不能直身，
然后几个刽子手便疯狂往他身上封土，
不久厚土就覆盖了张怀玉的身体。 刘
庄村的刘坤祥、 刘金奎老人当年就在
离现场不足 20米的地方， 看得清清楚
楚。 刘金奎老人沉痛地说： “看张怀
玉那长相、 穿戴和气质， 应该是一个
有身份的人。 太可惜了， 国民党太没
有人性了， 太狠毒了！” 刘庄村的村民
提起当年那一幕， 无不咬牙切齿， 都
说就是活剥了那些国民党也不解恨。

刚埋完张怀玉， 听说解放军将要
追来， 朱绍云一伙立刻仓皇出逃， 在
距离刘庄三里地的文庄南面的焦子沟，

被共产党的一支游击队截击， 朱绍云
一伙四散而逃， 被押的十多人被解救。

70 多年来， 曹集、 刘庄村及周围
一带村庄的人， 都知道国民党在这里
活埋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这件事。 据
当地老百姓说， 6 个学生中， 只知道
有一个姓苗， 舞阳人； 第二、 第三天
被活埋的两个人是外地的， 可能他们
的亲人和组织与其失去了联系。 同时，
制造惨案的刽子手为了减轻罪责， 有
意隐瞒此事， 所以解放以来几乎没有
单位或个人到此调查询问。 如今， 除
知道一人叫张怀玉外， 其他七位的姓
名均无人知晓。 究竟这些人的真实身
份是什么， 他们的家乡在哪里？

近年来， 各地开始编纂革命老区
县 （市） 发展史。 舞钢市老促会的李
贵生等同志 ， 在 《中共舞阳县党史 》
中找到有关曹集惨案的简单介绍。 他
们先后多次到舞钢市武功乡曹集、 刘
庄村一带， 走访多位健在的惨案见证
人。 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 提起当年
共产党人的慷慨壮烈， 记忆犹新。 老
人说， 这些为革命牺牲的人， 我们几
辈人也不能忘记。

八位烈士中， 我们现在唯一知道
姓名与籍贯的就是张怀玉， 家是周口
西华逍遥的 。 他就义前让捎的口信 ，
家人知道吗？ 现在他家中还有后人吗？
本报将与有关单位一起查询这段悲壮

的革命经历。 ③6

1947年舞阳县曹集惨案 8名革命者壮烈牺牲

记者 王锦春

创建文明城市
共享美好生活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