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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申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共产

党员! 是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和西华

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他
,","

年组

织地方农民武装 !

,"..

年投身革命 !

,".$

年
,#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

共西夏三区区委委员#区长!豫东特委

委员!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副司令!新

四军第六支队二总队四团团长# 副总

队长#总队长等职"

,"/-

年
/

月!屈申

亭东征抗日! 在向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挺进时!遭到国民党汤恩伯部阻击!不

幸被捕!英勇就义!时年
//

岁"

组织地方武装 初和共产党接触

,0"0

年
-

月
,1

日!屈申亭出生在

西华县红花镇屈庄村一个农民家庭"

,",1

年! 在本村上过私塾的他由于生

活困难!参加了直系军阀部队" 在那军

阀混乱#民不聊生的年代!屈申亭逐渐

认识到!在军阀部队当兵!只能为统治

阶级卖命! 并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道

路" $五四%运动爆发后!屈申亭带两支

冲锋枪冒险离开军阀部队!返回家乡"

他走村串户! 发动群众! 组织武装力

量!反对土豪劣绅" 他与当时拥有部队

人员和枪支的地方农民武装领导人 #

都城岗村的胡晓初多次商定成立寨公

局" 从
,"-$

年起!屈申亭四处奔波!积

极活动!先后在肖横#龙池头#寇寨#后

石羊组织成立四个寨公局" 寨公局带

领群众处决了后石羊# 龙池头村的两

个大土匪!赢得人们的称赞"

,"./

年春! 西华周围的县市突然

进驻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河南省政府

两次通缉屈申亭#胡晓初等人!当时的

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通过原西北军的

旧友许昌保安队长宁子襄!把屈申亭#

胡晓初及其家属接到许昌隐蔽" 在危

难之际得到了共产党人的热情相助!

屈申亭等对沈东平更加信赖和钦佩"

在长期的接触中! 沈东平不断向屈申

亭等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建立

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讲述日本帝国主

义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 激发他们的

抗日热情和革命信心" 屈申亭等人思

想觉悟不断提高! 对共产党有了更明

确的认识!拥护党的抗日主张!立志为

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

年
,#

月!屈

申亭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屈申亭又

被增补为中共豫东特委委员! 负责宣

传和统战工作"

宣传抗战 发展队伍

,".$

年
,-

月 !西安事变后 !中共

豫东特委根据中共河南临时省工委的

指示!决定大力发动群众!掀起全民抗

日救国的新高潮" 屈申亭就在屈庄组

织成立了抗日动员委员会! 并担任主

任!具体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他到附近

的村庄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 组织进

步青年张贴抗日救国的标语" 屈庄#肖

横#南陵#东湖#西湖等村广大群众的

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屈申亭以屈庄为

中心! 成立了抗日民族解放少年先锋

队!同时!他还将农民武装改建为农民

抗日自卫队!又在屈庄成立了儿童团#

妇女队#老头队#老婆队等群众性的抗

日团体"

当时! 中共河南省委和豫东特委

给屈申亭下达了指示& $将工作重心

由一般抗日救亡运动转为武装抗日斗

争"% 屈申亭在扩充部队的同时 ! 加

强武器装备 ! 秘密购买了长 # 短枪

-##

余支! 并从巩县兵工厂请来了两

个技师#

/

个工人! 又组织当地十几

个能工巧匠! 在屈庄建起了西华县第

一个 $造枪局%! 在不长时间内 ! 造

$十子连 % 手枪
-##

多支 " 屈申亭领

导的这支队伍后来成为西华县人民抗

日自卫军的基干武装"

,".0

年
/

日!日军进犯 !徐州 #开

封形势危急!豫东特委先在$三岗%!后

来移到屈庄召开了历时
.

天的扩大会

议!国民党西华县县长楚博'坚持抗日

的爱国人士! 后被发展为中共特别党

员( 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决定两个问

题& 一个是迅速建立西华县人民抗敌

自卫团)另一个是改造旧政权" 并决定

由楚博出面!以县政府名义!把原来的

四个不积极抗日的区长撤掉! 任命魏

凤楼为一区区长#胡晓初为二区区长#

屈申亭为三区区长# 侯香山为四区区

长" 同时!把造枪局也从屈庄搬到西夏

'公开为修配厂(" 区委#区政府动员全

区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带头参

军!各联保积极响应!把地方看家队的

枪支#弹药全部无偿征用!并由富户捐

款筹集军队经费! 全区抗日武装很快

发展到
,-##

多人!全县以四个区的武

装为基础! 迅速组建起一支由共产党

掌握之下的拥有
.###

多人的西华人

民抗敌自卫团 '后改为西华人民抗日

自卫军(!县长楚博兼司令 !沈东平任

参谋长!魏凤楼#胡晓初#屈申亭#侯香

山为副司令!并分兼四个区团'后改为

支队(司令"

,".0

年
$

月
$

日!开封沦陷" 为抵

抗日军 !

$

月
"

日蒋介石下令扒开黄

河!滔滔黄河水改道南下!流经西华!

全县淹没
1##

多个村庄! 冲毁
0#

多万

亩耕地!

-!###

余人丧生! 百姓流离失

所" 遵照中共豫东特委指示!屈申亭带

领部队和区政府工作人员! 迅速转入

抗黄救灾工作" 他们动员组织群众!用

小船#木筏!把一村村#一户户难民运

出灾区! 然后将一部分安置到附近非

灾区!一部分前往他乡谋生!减少了损

失和伤亡!赢得了民心!稳定了军心"

东征抗日 以身殉国

,"/-

年春!在许昌东门里王厂家!

屈申亭主持召开了联络站武装负责人

会议!会上他讲了东征抗日的设想" 会

后!大家分赴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武

装力量" 屈申亭带领
-##

多人从许昌

出发东去!经西华县南流渡口过沙河!

直奔沈丘#界首!向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挺进" 正当屈申亭率部向抗日根据地

挺进时! 遭到破坏抗战的国民党军汤

恩伯部的阻击!敌强我弱!未能强渡沙

河!只好在界首#沈丘#临泉一带迂回"

国民党为了阻止抗日队伍渡河! 规定

渡河必须由国民党黄委会颁发渡河证

件" 屈申亭等人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

找到了在当地的国民党黄委会秘书孙

西超!孙表面答应办理渡河证件!却暗

地向汤恩伯告密"

/

月的一天上午!汤

恩伯以两个营的兵力包围了屈申亭率

领的抗日队伍! 少数战士冒险突出重

围! 多数战士处在敌军的枪林弹雨之

下" 屈申亭父子为了保护大批同志的

生命挺身而出!屈申亭父子被围!并于

当天下午在安徽省临泉县慷慨就义"

!记者 马月红 整理"

团中央"$%!"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捐赠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

本报讯'记者 刘琰($国酒茅台*国

之栋梁+++

-#,!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捐

赠启动仪式
1

月
,!

日在北京清华大学

蒙民伟音乐厅举行"

经共青团周口市委推荐的我市三

名寒门学子苑南南#韩冰#程雪丽代表

河南省参加了启动仪式"这三名学生虽

然家庭贫困!但是学习成绩优异!在今

年的高考中分数都超过了本科一批录

取线"团市委把希望工程工作作为品牌

工程#民生工程来抓!创新工作方式和

方法! 每年都增加受资助学生人数!各

项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

据悉!从
-#,-

年开始!茅台集团每

年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
,

亿

元!实施$国酒茅台*国之栋梁+++希望

工程圆梦行动%! 资助
0

万名寒门学子

圆梦大学!成为捐赠金额最大#资助学

生最多#覆盖面最广的爱心企业"

-#,!

年!全国将有
-

万名大学生按每人
!###

元标准获得茅台集团的资助"

暑假怎么过之小学生篇

-./01234567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朱留存

$留在家里不放心! 带到单位怕影

响工作!送回老家孩子又不愿意!所以!

只好给孩子报了特长班, %近日!一位学

生家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初中生#高中生

面临升学压力!学习任务重!而小学生

压力小!兴趣爱好广泛!所以!各种特长

班中!小学生成了$主力军%"

%女儿开学该上四年级了!舞蹈#绘

画#葫芦丝我都给她报上了!一方面!女

儿自己喜欢画画跳舞!另一方面!学习

葫芦丝可以陶冶情操!培养乐理爱好" %

张女士告诉记者!她非常支持女儿参加

特长培训班"

$我喜欢弹钢琴!现在时间比较多!

有时间参加特长培训班!要是上了初中

就没那么多时间学钢琴了" %即将升入

五年级的小芳对记者说"小芳的妈妈告

诉记者&$我们把她送去上钢琴班!是孩

子的心愿!我们十分支持!这样我们上

班也放心" %记者了解到!多数学生表

示!在家里呆着很无聊!愿意根据自己

的兴趣爱好参加特长培训班"

家在商水县健康路的王先生夫妻

俩开了一家卤肉店"自从在读小学三年

级的儿子放了假!王先生就开始发起了

愁&送回老家吧!老家坑塘多!老人照看

不了!安全是问题)带在身边吧!忙不过

来"他说&$因为卤肉要很早制作!早上
/

点多就得起床! 孩子那时候还没醒!我

们就先到店里忙" 到早上
1

点半!儿子

差不多醒了!我还要赶回家!把儿子带

到店里" 后来!儿子说想学武术!我们就

给他报了一个跆拳道培训班! 这样一

来!他可以培养一门兴趣爱好!我们也

省事多了" %

$我很开心能学习跆拳道! 因为我

认识了一群有共同爱好的小伙伴!我们

还一起在河南省跆拳道锦标赛中获得

了奖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 %王先生的儿子兴奋地对记者说"

不少家长认为! 参加暑期特长班!

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而且

还是保证学生假期安全的一个不错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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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扶沟县公安局

组织开展警务实战技能训

练# 以解决民警在应急处

突过程中警械装备使用不

熟练$ 现场态势判断不敏

锐$ 应急反应能力不足等

警务实战技能问题% 图为

教官在向民警演示警用装

备的使用方法%

' 李龙喜 摄(

提升实战技能

守护一方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