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泳勿忘安全

昨日!一群游泳爱好者在沙颍河

橡皮坝区域游泳降温"

盛夏酷暑!游泳成了不少市民消

暑休闲的首选!但溺水伤亡隐患也随

之而来" 为此!消防部门提醒!游泳地

点不要选在自己不熟悉的水域!尽量

不单独外出游泳#要做好下水前的准

备!先活动好身体!在水温太低时应

先在浅水处用水淋洗身体!待适应水

温后再下水游泳#在游泳过程中如果

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如眩晕$恶心$

心慌$气短等!要立即上岸休息或呼

救"

!记者 沈湛 摄"

!"#$%&'()*+,-./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 自文明城

市创建活动开展以来# 周口经济开发区

辖区主次干道上随处可见的商业广告早

已$悄悄变脸%#尤其是近段时间#该区精

心打造的示范路&&&太昊路上的公益性

广告表现得最为抢眼' 这些以$中国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周口县市区地

域特色及文化名片% 为主题的公益广告

宣传施工围挡#更是让人耳目一新'

!

月
"#

日上午#按照市城管委的安

排部署# 记者一行人慕名来到位于中心

城区南端的开发区太昊路黄淮物流大市

场北门# 看到太昊路南侧的南水北调工

程施工现场( 黄淮物流大市场依托施工

隔离围挡#树立了一面长达
$%##

米的公

益文化广告喷绘墙' 这些色彩鲜艳的公

益广告内容十分抢眼# 除了宣传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以外# 还加入了

许多周口特色#把例如西华女娲补天(淮

阳太昊陵(项城的袁世凯故里(商水陈胜

故里等许多古文化和古建筑的传说由

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把我市各县市区

的经济特色(旅游景点(产业文化等内容

作了详细阐述# 俨然成了周口向外界展

示精神文化风貌的一面窗口'

据开发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 除黄淮

物流大市场外# 他们辖区内的许多房地

产( 汽车营销等企业在市文明办及区城

管部门的指导下#紧紧围

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依托各种载体#不断加大

公益广告宣传 # 在莲花

路(太昊路及中州大道沿

线#针对公共场所不文明

行为#设置文明有礼的温

馨提示牌' 在一些建筑工

地和小区出入口等位置

较显眼的区域#设置张贴环境保护(社会

公德(家庭美德等系列大型喷绘墙#把公

益广告宣传融入市民日常生活# 向社会

传递正能量' 这些公益广告不仅美化了

环境# 也使文明新风潜移默化地走进了

市民心中'目前的开发区#可以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字方针%三

百米可见(公益广告随处可见#开发区的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良

好局面'

!!

月
&(

日下午!在市区大庆路和庆丰街交叉口!一辆轿车正在接受交警检查"

连日来!周口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全警参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中心城区交通秩序综合整治百日会战!严查各类突出交通

违法行为!实现了解城区交通违法整治全覆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记者 沈湛 摄"

!"#$%&'

记者 孙智

!

月
&(

日
)

时# 睡梦中醒来的周口

东明实业集团董事长李东明#简单洗漱后

就往郑州赶'这已是他这个月第二次上郑

州#也是最近四个月内第八次上郑州'

郑州没有他的合作项目#也没有他

的亲戚朋友'是什么原因让他这样频繁

地去郑州)

李东明告诉记者#因为郑州有他的

牵挂(念想'他的牵挂是因为一个人#他

的念想也是因为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姜志伟#是李东明的沈

丘老乡'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去年除夕之

夜#沈丘县纸店镇潘董庄行政村农民姜

志伟突发脑溢血#被家人紧急送往附近

的安徽省界首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救

治半月以后# 不仅花光了家中全部积

蓄#而且还筑起了债台'

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情况下#家人

只得放弃治疗#回家为他准备后事'

正驱车去山西的李东明听说姜志

伟即将离世的消息后#立即要司机调转

车头#急匆匆赶回老家探望姜志伟'

回到村里以后# 在姜志伟的灵柩

前#李东明看到村里人正准备将姜志伟

入殓#其家人也披麻戴孝#哭声一片'悲

痛中的李东明缓步走到姜志伟的灵柩

前#隐隐约约地觉得姜志伟对他的到来

还有一丝反应#就当即大声说*$他还活

着#快救人+ %

当时# 谁也不相信姜志伟还活着#

只有李东明相信' 他从家里拿出
)

万元

钱# 拨通沈丘县人民医院的急救电话#

联系到救护车#于夜间
$$

时
"%

分#将姜

志伟送到郑州郑大第一附属医院进行

紧急抢救'

在医生的精心救治和护理下#一个

多月后#奇迹出现了#姜志伟从死亡线

上被拉了回来#恢复了知觉'然后#李东

明又安排人把姜志伟转入郑大第五附

属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在姜志伟康复治疗期间#李东明一

直牵挂着他' 只要有时间#李东明就要

去郑州看望#给姜志伟送去住院现金或

衣物' 一次#老姜的爱人实在无法表达

对他的感谢之情#就给他跪下' 李东明

一把把她拉起来#动情地说*$姜志伟是我

的农民兄弟#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你千

万不要见外# 虽说为给他治病我花了四

五十万元#但救回他的命比啥都值钱+ %

熟知李东明的人都知道#虽然靠勤

奋劳动挣了一些钱#他却是一位生活极

其简朴的人# 每日三餐均以面食为主#

午餐两碗素面就打发了' 但是#在父老

乡亲面前(在困难职工面前(在受灾群

众面前#他总是很大方#总是慷慨解囊'

当天上午
$%

时# 赶到郑大第五附

属医院的李东明# 没顾上喝一口水#冒

着炎热#直奔姜志伟所住的病房#上前

拉住姜志伟手#向姜志伟的爱人详细询

问康复情况' 看到姜志伟面色红润#他

感到很欣慰# 一个劲地说*$这就好#这

就好+ %陪护父亲的姜凯歌谈起李东明

对她爸爸的付出和关心# 眼含泪花说*

$如果没有李伯伯的爱心支持# 我爸爸

已经不在人世了'李伯伯真是大好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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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0(1)*2+"+,-#

()*+,-./0%

1 2 3 4 5 6 7

孙功成 口述 王伟峰 整理

2*"!

年
!

月
!

日# 震惊中外的卢

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

侵略中国的战争#国民革命军第
&*

军

"!

师坚守阵地' 最惨的是在卢沟桥桥

北阵地的
22%

旅
&2*

团
"

营步兵
22

连#他们的阵地是通过卢沟桥的咽喉#

是日本侵略者进攻的重要目标' 该连

坚守阵地
"

天
'

夜# 最后只剩下
"

个

人#有一个人守住多挺机枪#阻击了日

本人过桥的最后防线# 最终没有让日

本人跨过卢沟桥# 他就是值得我们铭

记的抗日英雄孙俭堂'

孙俭堂# 项城市官会镇腰庄行政

村孙腰庄自然村人#生于
2*2'

年
"

月#

参加过三次著名的抗日战役&&&喜峰

口战斗(卢沟桥抗战(台儿庄会战'

孙俭堂幼年家乡经常遭遇匪患 #

为了自卫# 他随村民习武# 擅长小洪

拳#因为他拳速快#村里没有人能陪他

习练' 后来有幸遇到一个山东货郎老

人#货郎老人曾参加过义和团#战斗中

中弹负伤腿有点残疾' 老人指出孙俭

堂小洪拳不准确的练法# 传授了一些

实用技法# 孙俭堂很佩服他的人品和

武艺' 老人离开时善意提醒他*$你性

直急躁#易招灾祸#最好学习一门技术

弥补性格缺陷' %孙俭堂于是就学习种

瓜# 磨练自己# 自此一辈子喜爱种瓜'

2*"&

年夏天的一天# 孙俭堂正在瓜田

忙活#乡公所有
+

个人路过瓜田吃瓜不

付钱#孙俭堂和他们理论#乡公所的人

要抓他当壮丁' 两个体壮的乡丁突然

一前一后抱住他# 孙俭堂气愤之下打

伤了抱他的乡丁#踢飞了头目的短枪#

其他带长枪的也在他的追打下逃窜

了' 第二天乡公所来了
&%

多人#带
2%

多条枪#围住村庄捉拿他'为躲避此祸#

2*"&

年底#

2*

岁的孙俭堂参加了
&*

军

宋哲元的部队,

2*"!

年#

&'

岁任国民革

命军
&*

军
"!

师
22%

旅
&2*

团
"

营连

长,

2*'"

年#

"%

岁被任命为师级军事教

官,

2*')

年#

"&

岁驻防驻马店# 任独立

大队长# 并在信阳参加了冯治安部接

受日军第十一旅团加藤胜藏的投降'

2*""

年的喜峰口战斗# 是孙俭堂

第一次打仗# 抗击日军' 是年
"

月
*

日# 日本侵略者铃木师团直逼河北迁

西县北部#进犯长城要塞喜峰口' 宋哲

元
&*

军受命增援#赶赴长城御敌'

"

月

22

日# 孙俭堂所在的冯治安部驰援喜

峰口' 师长冯治安巡查训话中#讲述了

日军几年来在东北的种种暴行# 激起

士兵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怒火' 面

对装备精良的强敌#

&*

军以己之长击

敌之短# 实施近战挥舞大刀# 痛歼顽

敌#夜袭出奇制胜'

"

月
22

日深夜#孙

俭堂随
"!

师
&2*

团营长吉星文!吉鸿

昌的堂侄"出击#他们身背大刀#由当

地樵民猎户引路#冒着大雨#接近日军

前沿阵地# 出其不意地偷袭了正在酣

睡的日军#斩杀了
"%%

余人#并夺获日

军坦克一辆(大炮
&%

余门' 其中孙俭

堂斩杀日军
'

人'

&*

军长城抗日#声名

大振# 狠狠打击了日军不可战胜的嚣

张气焰' 从此日本鬼子在睡觉时脖子

上就套上钢圈# 作曲家麦新为此专门

谱写了
&*

军大刀队的战歌-大刀进行

曲.#传唱大江南北#鼓舞抗日志士#至

今仍脍炙人口'

第二次是卢沟桥抗战' 卢沟桥位

于北京西南永定河上# 是北京西南的

门户#由于战略地位重要#成为历代兵

家必争之地'

2*"!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军一木清直率领第
"

大队开往卢沟

桥' 孙俭堂所在的
&*

军
3

军长宋哲元
4

"!

师 !师长冯治安 "

$$%

旅 !旅长何基

沣"

&$*

团 !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著

名的$四大名团%之一#团长吉星文"

"

营 !营长金振中"

$$

连奉命守卫卢沟

桥' 金营长要求全营官兵在吃饭前(睡

觉前都要高呼$宁为战死鬼(不为亡国

奴% 的口号# 以激励官兵守土抗敌之

志' 战斗
!

月
(

日黎明开始#日军不断

加大炮火攻击力度#我方誓死不退#敌

我双方均损失惨重#经过反复争夺#我

军
$$

连!项城籍士兵较多 "奉命在桥

北水中坚守' 因水中屏障较少#加之我

方武器装备落后# 弟兄们不断中弹倒

在孙俭堂身边#他们的鲜血(脑浆不断

喷洒到孙俭堂的脸上( 衣服上# 最后

$$

连只剩下
"

个人# 其中一个腿部受

伤# 更激起他对鬼子的无比仇恨' 孙

俭堂越战越勇# 不断转移位置躲避敌

人的炮火# 轮番使用两个弟兄架好的

多挺机枪# 扫向随时攻过来的敌人 #

在水中# 他们前后坚守
"

天
'

夜# 最

终没有让日本人跨过卢沟桥# 阻击了

日本人过桥的最后防线# 确保阵地没

有丢失' 如果当时日寇攻破防线# 后

果难以想象' 战后孙俭堂得到了师长

冯治安的亲自宴请' 孙俭堂因作战英

勇( 抗日有功# 获国民革命军抗日嘉

奖令# 直接升任连长' 卢沟桥之战 #

孙俭堂由于在水中浸泡站了
"

天
'

夜# 战斗结束后# 腿部很长时间都没

有知觉# 落得腿部残疾# 终身没有痊

愈'

第三次是台儿庄战役'

$*"(

年
"

月
&"

日# 孙俭堂所在的
$*

军团 !军

团长冯治安 " 调徐州与
)*

军并肩作

战# 位于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左翼 '

他所在的团有
$)%

多名项城籍人参加

了战斗#由于大多是新兵#没有打仗经

验#项城籍士兵很快阵亡
$&%

多人' 其

他老乡都拉着他撤退# 孙俭堂看到老

乡死的死伤的伤#眼都红了#说什么也

不愿后退#他把衣服脱下来#赤膊杀入

日军' 老乡们在他的感召下也都不顾

个人安危#紧随其后冲入敌阵#和日军

短兵相接#展开了肉搏战' 台儿庄战役

至
'

月
$)

日结束' 在台儿庄会战中重

创矶谷师团及坂垣师团' 此战#孙俭堂

共杀死日军
*

人#打伤日军
+

人' 在官

会镇孙老家#现在提起孙俭堂#仍有知

情者津津乐道'

孙俭堂常说* $日本侵略者在中

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太可恨了# 战斗

中我总是跑在最前边# 因为我方武器

落后# 只有短兵相接# 人员混杂# 相

互都不能开枪# 就能凭我们的武艺英

勇杀敌 ' % 他常常背诵孙中山 -遗

嘱.' 每天早上都要唱 $大刀向鬼子

们的头上砍去%# 其中唱到 $我们
&*

军不是孤军% 都重复一遍'

孙俭堂参加对日抗战
(

年# 身经

恶战无数次#拼刺刀总是身先士卒#用

大刀砍死日军
+$

人(砍伤日军
&!

人#

用机枪(步枪(手枪(手榴弹等打死打

伤日军连他自己都没法算清楚# 只知

道在卢沟桥战场杀死敌人最多'

解放战争后期# 孙俭堂跟随田镇

南部# 后来# 他没有追随田镇南前往

台湾# 选择跟随田镇南长子田伯英留

在国内' 后来# 田伯英曾向邓小平推

荐过孙俭堂'

$*!+

年以后孙俭堂赋闲在家'

分责任田后# 孙俭堂自己种了西

瓜# 因为天气变化# 附近村民都没有

种好# 而他却大获丰收# 他把一半西

瓜分送村邻# 一半卖掉#

"

亩地净赚

&*%%

元' 第二年# 家里怕他操劳# 不

让他种瓜了' 孙俭堂却一直坚持帮助

别人种瓜' 孙俭堂因勤劳能干连年被

生产队评为劳动模范'

$*()

年
*

月# 孙俭堂去世# 享年

!&

岁'

查违法 保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