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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在位于豫皖交界处的沈

丘"项城"太和等地!驻扎着这样一支抗

日之师! 在淮阳等豫东大地相继沦陷"

日伪军咄咄逼近" 大举进攻的背景下!

他带领着他的队伍以沈丘"项城等地为

据点!采取埋伏突袭"近战夜战等灵活

机动的战术! 有效地阻击了日军的南

侵!保住了项城"沈丘"界首"临泉"颍

上"太和"阜阳等一线城镇免遭日军铁

蹄的摧残! 在豫皖交界构筑了一道防护

网# 领导这支抗日之师的人便是曾在沈

丘驻防
-

年!先后任骑二军军长"第
+!

集团军总司令"第
!

战区副司令长官"国

民政府临泉党政指挥所主任!建国后任

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将何柱国$

何柱国! 广西玉林容县人$

+"+.

年!何柱国前往北平求学!受到时任北

洋政府陆军总长贾德耀的青睐! 收为

义子!并保送其到保定东关大学堂%保

定军官学校&学习$ 军校毕业后!何柱

国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深造!

+"/.

年

学成回国后的在保定军校老师安俊才

的劝说下!投入东北军任骑二军军长$

'九一八(事变后!何柱国随张学良进

驻陕西$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瓦解东

北军! 于
+","

年
+#

月调何率骑二军

进驻沈丘国统区$ 骑二军军部驻扎沈

丘县城%今沈丘老城镇&后!开始在沈

丘县城大兴土木!护街道"筑马路!建

学校"医院"军械库"粮库"马场!使一

度萧条的县城日渐繁华$

+".#

年
0

月!日军向豫皖辖区大

举进攻!淮阳"周口相继沦陷!何柱国

亲临项城张营前线指挥! 阻击日军南

侵$ 之后的几年间! 日军多次重兵压

境!何柱国率骑二军浴血奋战!使得豫

皖交界一线的城镇免遭日军摧残 $

+"./

年! 何柱国升为第
+!

集团军总

司令!下辖两个军!除原骑二军外!又

把沈克的第
-

军并入
+!

集团军!兵力

扩充到
.

万余人! 原军部遂成为集团

军总部! 沈丘县城也一跃成为豫皖边

区的军政中心$

作为军政要员的何柱国! 在战时

状态下!他不但要御敌戡乱!还要管理

地方政务! 最卓有成效的就是发展地

方教育$他先后在沈丘"临泉等地创建

国立小学
/.

所!并兼任当时名望较大

的一所私立中学的名誉董事长! 在沈

丘创办国立
/#

中与国立师范!招收苏

北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和当地学生入

学!收留东北流亡大学生在沈丘任教!

给战时的沈丘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学

生$ 为开通物资流通渠道"稳定经济!

他又把位于沙颍河中游豫皖交界处的

原有两省三县分管的皂庙"界首"刘兴

三镇连成一个城区! 建成独立的行政

区界首特别市! 由集团军委派行政长

官管理!并按城市功能规划市区!成立

沙河%界首&警备司令部!控制了自漯

河至正阳关的河道航运权! 并修建界

首机场以及至阜阳的公路! 使沦陷区

的一些银行"商号"工厂"学校及文艺

团体纷纷入驻界首! 使界首一时商旅

辐辏"人口骤增!成为豫皖交界处的商

贸和文化重镇! 其繁华程度在当时享

有'小上海(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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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何柱国被提升为第
!

战

区副司令长官"临泉党政指挥所主任$

+"."

年
"

月调任东北行营副主任兼

参谋长"东北护路军总指挥!期间因眼

病赴美治疗!次年回国!因眼睛未能治

愈!便退出军界!一直闲居在家$ 鉴于

何柱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国家民族所

作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

把何柱国按爱国将领对待! 何柱国当

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记者 李瑞才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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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州办事处真抓实干出成效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根据市城管

委全会精神! 川汇区陈州办事处以打造

七一路示范路为契机! 通过集中整治和

强化日常管理! 彻底取缔了辖区内七一

路中段%联通公司至五一广场段&夜市摊

点!让示范路真正起到了示范作用$

近日!按照市城管委的要求!记者跟

随川汇区城管中队的执法人员对七一

路中段%联通公司至五一广场段&的夜

市摊点巡查时发现!该路段曾经占道经

营的夜市摊点不见了!人行道上无乱停

乱放现象!道路通行顺畅了$ '以前这个

地方一出门小摊小贩"卖衣服的一个挨

一个!把路堵得都过不去!现在经过城

管队员的辛苦值守! 通行顺畅多了!应

该给他们的工作点个赞$ (附近的商户

和居民称赞说$

长期以来!市区五一路北段 "七一

路万顺达和联通公司周边!夜市摊点扎

堆占道经营现象严重!由于附近人流量

和车流量很大! 不但造成交通拥堵!影

响了市民出行! 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 为彻底改变这一面貌!陈州办事处

城管中队逐个向摊贩宣传城市管理法

规"政策!进行人性化劝离!对个别不服

从管理"'钻空子(" '打游击(的商贩视

情节依法处以警告和暂扣物品等处罚!

加大对该路段夜市摊点的治理力度$ 他

们采取定人定岗定责的原则!同时抽出

!

名执法人员和一名社区工作人员!每

天从
+0

时至
//

时不间断地进行巡逻

和值班!坚决杜绝七一路夜市反弹!为广

大市民提供一个优良的出行环境$ 下一

步!他们将继续强化日常监管!进一步夯

实责任!细化措施!严格标准!探索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保持好治理成果!努力维

护好该路段市容市貌!避免辖区内的夜

市摊点及各种占道乱象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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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张长河

$0

岁! 本是众多老人安享天伦之

乐的年龄! 然而! 商水县化河乡后郭

行政村二组村民肖秀梅却因悉心照料

-/

岁的瘫痪丈夫郭连臣变得与众不

同$ 她用
!

年的坚守! 诠释着一个做

妻子的责任$

/#+#

年
$

月! 郭连臣骑三轮车外

出!不慎摔倒$他的颈椎"脊椎受挫压迫

神经导致下肢瘫痪!虽花去了数万元的

医疗费!但医生还是最终宣告!他的余

生只能在病榻和轮椅上度过$从医院回

家!郭连臣的饮食起居!全部由妻子肖

秀梅照料$ 无论数九寒冬还是三伏酷

暑! 肖秀梅每天早晨
$

时准时起床!开

始为丈夫一天的饮食起居忙碌$先是忙

着做饭!然后给丈夫洗脸"端饭!饭后扶

他坐上轮椅))为了保证丈夫吃饱吃

好!她设法给他做可口的饭菜!早晨还

经常推着丈夫到化河集上买早点换换

口味$有时丈夫一想起自己的病就心里

难受!吃不进去饭!肖秀梅一方面耐心

地开导"安慰他!一方面买鸡"买鱼!给

丈夫改善生活!尽量不让他生活上受委

屈$ 为了方便丈夫理发!她买了把电推

子!自己学着给丈夫理发"刮胡子!把丈

夫打理得很是精神$ 到了晚上!肖秀梅

就更辛苦了$ 丈夫每夜小便五六次!每

次都需要她先起床! 把丈夫扶坐起来!

把双腿搬到床下! 再用便壶接住小便!

然后再把腿搬到床上$夜间大便时就更

麻烦了! 不仅要重复小便时的动作!还

要把他抱到大便坐椅上!完成一次大便

需要一二十分钟!每次都累得她气喘吁

吁$ 夏季还好受些!冬季常常冻得她瑟

瑟发抖!甚至感冒$

患病后的郭连臣性格变得孤僻"暴

躁!有时稍不如意就莫名其妙地向妻子

发火$有一次!肖秀梅因忙于农活!午饭

做晚了点儿!他大声叫骂!并把饭碗砸

向妻子$ 如此大的委屈!肖秀梅经历过

许多次$起初!遇到这种情形!她就躲到

一边暗自流泪$ 后来习以为常了!她不

但不计较!还经常开导丈夫$ 肖秀梅每

次干活或外出回来! 就把外面的新鲜

事"有趣事讲给丈夫听!想着法子让丈

夫开心$ 问及受到委屈时何以忍耐得

住!肖秀梅说*'因为我知道生病的人都

会心情不好!脾气容易暴躁!这些我都

能理解!我受点气没什么!只要他不憋

气就好$ (肖秀梅的爱心影响了三双儿

子儿媳!他们虽然身在外地打工!但都

时刻惦记着病中的父亲!分别寄回了按

摩器+治疗仪"足疗盆等理疗器械!希望

父亲能早一天好起来!同时还时常往家

里寄钱!不让二老为经济犯愁$ 这让肖

秀梅很知足$

几年来! 肖秀梅为了丈夫极尽一

个妻子的善良和责任$ 丈夫想吃什么!

她有求必应, 买药再贵! 她舍得花钱,

吃苦受累! 她无怨无悔, 无名之火撒

来! 她宽容忍耐$ 这一切! 丈夫郭连臣

都了然于胸* '妻子为我付出的太多!

我真的很感谢她$ 知道自己有时候发脾

气! 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很想向她说

声对不起$ 等下辈子! 我当牛作马也要

好好报答她-(

云台山旅游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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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彦章 通讯员 刘

连亮 实习生 刘欣然&

0

月
/#

日至
/!

日!由河南省旅游局"焦作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

/#+!

云台山国际旅游节(

在焦作市举办$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王晓峰在开幕

式上致辞$ 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

广智宣布'

/#+!

云台山国际旅游节(开

幕$河南省旅游局局长寇武江"巡视员

何琳出席活动$ 我市旅游局负责人应

邀参加$

活动期间! 举行了国际太极拳精

英大奖赛"首届太极文化产品博览会"

文化旅游项目招商暨合作项目签约仪

式"'相约云台( 河南旅游产品现场展

示"'相约云台( 河南旅游产品说明会

等活动$周口市的旅游宣传册"旅游观

光图"旅游宣传折页"宣传彩页及.魅

力周口/影碟大受欢迎!近万份资料很

快发放一空$省旅游局局长寇武江+巡

视员何琳! 焦作市市长谢玉安来到周

口展位前久久驻足! 翻阅欣赏周口旅

游宣传资料!给予高度赞赏$

来自联合国的旅游组织! 韩国等

的旅游机构!中国十大名山+知名风景

名胜区+旅行社!数十家新闻媒体参加

了此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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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继峰

交通路干渠东西向横穿我市中心

城区!既是沙颍河以南区域的主要防洪

除涝排水设施!也是周口市区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干渠

两侧企业+餐馆+居民区日益增多!乱排

放+乱堆弃+乱倾倒垃圾现象日益严重!

给城市形象和市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

诸多不良影响! 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0

月
/$

日下午! 市政协召开交通路干渠

治理月协商座谈会$ 与会的市政协委

员+ 市民代表为干渠治理问题把脉问

诊+建言献策$现刊发部分发言摘要!以

飨读者$

市政协常委" 市政协副秘书长"民

革周口市委副主委 李应权

交通路干渠横穿中心城区!全长
+#

余公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曾是周口

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小桥流水!柳绿成

荫!漫步在鹅卵石铺就的路上!非常惬

意$ 而现在!干渠杂草丛生!污水横流!

臭气熏天! 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

康!影响了周口的城市形象!可以说到

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 今天!市直有关

职能部门也参加了会议$ 为此!我提出

以下几点建设*

一要提高认识$要坚持民生优先的

原则! 将民生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下大力气解决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群

众呼声最强烈的问题!给市民营造一个

美好的+宜居的环境$

二要摸清底数$有关职能部门要对

交通路干渠的基本情况进行认真排查!

对造成水质污染的源头进行拉网式排

查!弄清楚污染源头!在此基础上!拿出

治理方案$

三要科学规划$对生态水系建设要

进行科学规划!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

眼长远!水系建设要形成循环!要有去

处!否则!这边治理!那边污染!达不到

根治的目的$要通过在清淤的基础上实

施绿化 +亮化 +美化 !早日实现交通路

'水清+树绿+风景美(的目标$

四要通力协作$ 交通路干渠的治

理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水务+ 环保+

城管+ 规划等部门的共同努力! 只有

齐抓共管+ 相互配合才能完成! 各职

能部门要分工不分家! 各司其职! 各

负其责$

五要形成长效机制$ 交通路干渠

清淤+ 绿化+ 美化治理过程中! 要建

立完善的督查机制 ! 加强督促检查 !

定期召开有关会议! 协调解决出现的

问题! 避免出现反复的现象! 真正形

成长效机制! 以实际行动向全市人民

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市政协委员" 民革周口市委秘书

长 韩莉

造成交通路干渠污染主要有以下

三方面原因 * 一是基础设施不健全 ,

二是污水乱排乱放严重, 三是管理养

护相对滞后$

为此! 提出四点建议 * 一是顺应

民生需求! 加快治理进程, 二是引入

社会资金! 或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方

式!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三是对市民

加强宣传教育! 让广大群众参与到治

理中去 ! 营造氛围 ! 形成治理合力 ,

四是加强部门联动! 实行综合治理$

市政协委员" 市工信局工业科科

长 刘耘

很荣幸能为建设美丽周口建言献

策! 提出两点建议*

一要坚持源头治理$ 交通路干渠

目前排污的源头有两个* 一个是生产

性污水! 另一个是生活污水$ 而干渠

两侧居民随意排放的生活污水和随意

倾倒的垃圾是造成干渠污染的重要原

因$ 相关部门要确保生产污水不入渠!

对于不达标排放的企业按相关规定严

格管理, 对沿岸居民和商家要加大宣

传教育力度! 形成自觉的环保意识$

二要引清水入渠$ 目前干渠水脏+

臭 ! 主要是水循环能力差 ! 活水少 !

清水少 $ 建议将干渠的水流动起来 !

减少死水存量$

市政协委员" 市工商局荷花分局

副局长 张锦芳

一要确立交通路干渠治理的指导

思想和原则$ 要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

要求! 把交通路干渠治理与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结合起来! 突出展现干渠的

美化功能! 展现周口丰富的人文内涵!

把干渠打造成周口的秦淮河$

二要赋予交通路干渠文化底蕴 $

要发动全市为干渠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像南京秦淮河+ 郑州金水河$ 要精心

打造干渠上的桥! 体现人文与现代科

技的结合$

三要痛下决心搞治理 $ 市委 + 市

政府主要领导要亲临现场! 感受污染

程度! 听取市民心声! 从而下定决心

搞治理$

市政协委员"市建筑设计院总会计

师 马凤美

关于交通路干渠的现状不再叙述!

仅谈一点简单的看法$

一+ 不建议全面覆盖 ! 保留现状

为好$ 市民休闲散步的地方本来就不

多! 干渠两侧护栏基本完好! 再稍稍

完善绿化即可! 关键是治理水的问题$

二+ 通过调研发现! 沿途的生活

污水排放量并不是很大! 都是细流缓

缓! 对此只能疏而不能堵! 一味地封

堵排污口! 表面上减少了对干渠的污

染物的排放! 减少的部分将向其他地

方排放! 这样只相当于将污染物转移!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可否增加专

门的排污管道 ! 将河水和污水分开 !

将生活污水由封闭管道直接排往污水

处理厂$

三+ 我建议使用生物方式治理污

染! 具体的措施可以请教专业人员!包

括岸边植被的修复! 水面养些萍草!干

渠西段一部分的萍草就很茂盛$我们可

以尝试移入浮游生物和微生物等!使生

态系统得到修复$

若想水清澈! 必须源头有活水来$

建议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根据周口市

的水系和地形!为交通路干渠的上游引

来一条小支流!源源不断地为干渠注入

活水!渠内种植可以净化水质的一些植

物!放养一些泥鳅或小龙虾等适应环境

能力强的水产! 同时增加生物酶治理!

再对沿渠群众加强宣传!多张贴提示标

语!禁止乱排放和乱丢弃!渠内固定筛

网!定期打捞!想必清澈的交通路干渠

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