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初年，武巡店这地方叫董家村。距该村四里的牛王店集

市逐渐北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慢慢地舍远，市场靠近了董家

村。热情厚道的董家村人看集市靠近了村庄，就烧水送茶给买卖

人提供方便。牛王店人以侵集罪诉官，把董家村人告上了大堂。考

虑到两个村子的关系，历任官吏一拖再拖，使这个案子久悬未决，

影响了两个村子的和睦。明初武巡按来汝州巡查，牛王村人再次

上诉，武巡按亲临访察后，驳回诉求。原告不依不饶，武巡按挥笔

写下判词说：判该集镇于此，顺天理、合民意、便黎民，我愿用我的

名姓改董家村为武巡村。自此，武巡村集市盛名远扬，四乡八堡的

生意都云集而来，店连店、铺连铺，兴隆昌达。武巡村也就成了武

巡店了。

讲述者：李天西
记录者：彭忠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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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古

便是豫西重镇。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培养

大批急需军事人才，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

原局和中原军区决定在汝州创办中原军

政大学。中原军政大学在汝州办学达半年

时间，为中原解放区及汝州培养了一批军

政急需人才。

中原军政大学的建立及沿革

中原军政大学的前身是豫陕鄂人民

军政大学，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的前身则

是太岳纵队随营学校。1948年3月，豫陕鄂

军政大学在河南省鲁山县城建立。此后，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豫陕鄂军政大学又

先后改称中原军政大学、第二野战军军政

大学、西南军区军政大学（西南军政大

学）、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工程学院。著名将领陈赓、刘伯承、贺

龙、余秋里、刘华清等，曾先后担任该校的

校长、政委、教育长、政治部主任等领导职

务。

（一）太岳纵队随营学校

陈赓将军一贯重视人民军队的学校

教育，而且对办军事院校有丰富的经验。

早在1946年底，就决定成立太岳纵队随营

学校，为部队培养急需的军事、政治人才。

陈赓将军任校长兼政委，张复明任学校参

谋长、李长春任组织股长，康敬之任宣教

股长，张克坚任保卫股长、吴世通任军教

股股长，徐锡福任管理股长。下辖4个学员

队，共有学员500多人。校址位于太岳区长

子县大南石村。

1947年8月陈谢兵团强渡黄河时，随营

学校随陈谢兵团顺利打过黄河后，参加了

挺进豫西、破袭陇海、创建豫陕鄂根据地

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战斗和宣传活动。

解放战争的飞速发展，新区的迅猛扩

大，要求及时培养大批军事、政治干部，以

适应军队和新区政权建设的需要。在这样

的形势下，以随营学校为基础招收一批新

学员，于1947年11月5日在栾川县建立豫西

军政干部学校，李静宜任校长。当时，学校

没有固定校址，随部队活动于栾川、嵩县

和伊阳一带。学员一边学习，一边协助部

队剿匪、做群众工作。1947年底，学校一度

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第四分

校。1948年1月，学校由南召县李青店，搬迁

到鲁山县办学。

（二）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
豫陕鄂军区成立后，在陈赓司令员倡

议下，1948年1月陈谢兵团前委经研究决

定，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为模式，以四纵

随营学校为基础，将在宝丰建立的豫西第

五军分区军政干校、第九纵队的随营学

校，以及由戈果率领的鄂豫皖干部训练班

合并改组，建立豫陕鄂军政大学。

豫陕鄂军政大学的校址设在河南鲁

山县的鲁阳中学和几所旧民房、庙宇内。

陈赓任校长兼政治委员，韩钧任副校长，

张之强任教育长，张复明任参谋长，张文

峰任政治部主任。校党委由张之强、张复

明、张文峰、田仁乾（组织科长）、李劲夫、

王玮（宣传科长）等人组成，张之强任党委

书记，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学校领导班子

除增加张之强担任教育长外，将政治部的

股改为科。并派人在南阳一带招生，学校

已改编为2个大队。

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以抗日军政大

学为榜样，结合新解放区急需大量军事、

政治人才的实际情况，按照培养军队合格

人才的办学目标，经过短期的学习培训，

使广大的学员政治觉悟迅速提高，逐步树

立革命的人生观，成为有觉悟政治和军事

素养的骨干力量，为各野战部队和军区补

充急需的基层干部。办学的方式是边筹

备，边招生，边学习，以加速干部的培养。

学员除上述原随营学校学员、干训班学员

外，主要是当地的青年学生、要求参军的

知识分子、社会青年等。学员近千人，编2

个大队、9个中队，有4个女生班。

学校围绕“一切为了转变学生思想”

这一办学方针，安排了切实可行的教学计

划，使学员们经过短期的政治学习和军事

训练，能够初步适应部队工作需要。1948

年5月4日，在鲁山县鲁阳中学隆重举行

“纪念五四青年节暨豫陕鄂军政大学开学

典礼”。张之强作了关于当前青年运动的

方向及中原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的

讲话，宋任穷作了当前形势和知识分子的

学习和任务的报告。开学的第一课就是

“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结合学习刘少奇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接下去就是讲授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穿插进行形势和

政策的教育。陈赓、宋任穷、彭涛、韩钧、孔

从周、周希汉、李成芳等首长都先后来校

视察，给学员们讲课、做报告，对学校的发

展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学校成立不久，陈赓特地来到学校视

察，并作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报告。要求全

体学员认真改造思想，在实际斗争中磨

炼，做坚定的革命者。他坚定乐观、亲切的

讲话鼓舞力、感召力很大，大家结合形势

和任务进行学习讨论，倍感鼓舞，增加了

胜利信心和自我改造的决心。

抗战时期，汝州、鲁山、汝阳等豫西

地区，曾是地下党河南省委活动的地方，

王树声将军指挥的太行、太岳军区八路

军创建了豫西抗日根据地。这一带人民

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有认识，有好感。

这一地区的广大青年学生和饱受失学、

失业之苦的公教人员，大多痛恨国民党

和美帝国主义，向往革命，将自己的前途

和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新政权身

上。他们经过短期培训、学习，都先后分

配了工作。

为了保证夏收，提供学员向农民群众

学习的机会，1948年5月16日，按照豫陕鄂

边区行署的指示，豫陕鄂军政大学全体师

生从鲁山冒雨出发，经过3天的山路行军，

到达临汝县城（今汝州市）办学。

（三）中原军政大学的建立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

成立中原军区。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

区成立后，因原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已

并入华北军政大学。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

发展和军队建设的急需，作出将豫陕鄂军

政大学扩建为中原军区军政大学的决定。

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改称中原军区政治

军事大学，由豫陕鄂军区移交中原军区管

理。陈赓不再担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刘伯承司令员担任中原军政大学的校长

兼政治委员。

1948年6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同意，以豫陕鄂军政大学为基础，组建中

原军区军事政治大学，简称“中原军政大

学”，隶属于中原军区建制。

经过3个月的筹备，1948年9月2日，中

原军区军政大学在河南省临汝县文庙正

式成立。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兼任中原

军大的校长和政治委员，谭家述、潘梓任

副校长。原豫陕鄂军区第五军分区政委、

五地委副书记张衍任军大政治部副主任，

主持学校工作。穆欣任宣传部长，曾琨任

组织部长，陈怡任保卫部长。中原军政大

学下辖4个总队，原豫陕鄂军政大学正式

改建为中原军大第一总队，原教育长张之

强被任命为第一总队政治委员，张文峰为

第一总队政治部主任，张复明仍任教育处

长。学校的校歌仍沿用时乐蒙为豫陕鄂军

大谱写的校歌。

中原军大第一期近千名学员，大部

分是从豫陕鄂军大转过来的，其特点是

边招生，边学习，边行军，边分配。刘伯承

对中原军大的建校目的、任务和教育方

针都作了明确指示。他要求，治军先治

校，要用最短的时间，尽快为部队培养出

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把解决学员

的根本立场问题和政治方向问题，即转

变学员的世界观问题，放在学校工作的

首位。教学工作要理论联系实际，使学员

养成良好的思想作风，在实践中学会一

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成为合格的革

命军人，走上岗位后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四）中原军政大学的课程设置
当时，中原军政大学主要开设军事课

程和政治理论课程。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

军事课程学习和实战训练，三分之一时间

用于政治理论学习。

根据刘伯承校长的指示，学校加强了

军事训练的课程和教学时间。开设有进

攻、防御、迂回、行军、宿营、警戒以及野战

等一系列战术要则与训练方法课程。在日

常生活中，还加强了内务建设。通过值勤、

站岗、带班、放哨等军事训练，整个学校像

一个真正的军营，处处秩序井然，有条不

紊。

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程是“社会发展

史”和“中国革命运动史”。通过课程讲授，

帮助学员们逐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

观。另一门主要课程是解放战争形势、任

务和党的政策的教育，主要学习中共中央

下达的重要文件和毛主席《历史唯物主

义》《辩证法》《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

《论人民民主专政》《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

务》《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著作，使学员

正确地认识革命形势的发展，消除对国民

党反动派的恐惧和幻想，坚定革命必胜的

信念。

当时学校条件十分简陋，学员们的学

习生活却是十分丰富。没有固定的课本，他

们自编油印教材，自制弹壳笔、木削笔等。

没有纸就用旧书的背面无字部分，没有凳

子就席地讨论，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展了多

种多样的教学和学习。采取集中上大课、记

笔记和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教学。

除了开设军事、政治理论、时政读报

课程外，还开设有音乐、实践等课程，同时

还穿插培养军事素质的越野跑步、攻城、

拼刺刀等训练课程。有时，教师带领学员

直接参加地方政府开展的夏征、剿匪等活

动，学员的综合能力不断得到提升。

第一期学员1000多名，大多数是来自

豫西各县的青年学生和教师。当时，实行

军队化管理。学员入学时先介绍个人经

历、家庭人口、土地、经济状况及家庭成员

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等。师生们睡的是地

铺，吃的是小米饭、玉米面窝窝头和野菜，

背包和砖头当座椅，膝盖是课桌；没有课

本，采取集中上大课记笔记和分组讨论相

结合的方式教学；没有钢笔，用线把笔尖

绑在筷子或竹棍上自制成“蘸笔”，“洋蓝”

加水便成了墨水；没有本子，有的学员将

古版书双页割开，利用没有印字的背面写

字。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绝大多数学员

精神饱满，积极向上，表现很好，有不少人

经过学习和锻炼，成为军队和地方政府的

骨干人才，补充了人才短板，在战场上和

地方政权建设上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中原军政大学在汝州的故事（上）
●李翔宇

金米鲜鲈鱼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

叶舟，出没风波里。”

自古鲈鱼因其肉质鲜美、寓意吉祥

成为无数文人墨客的“笔尖美味”。就连

一生坎坷艰难的范文正公在品尝完江上

鲈鱼后，也情不自禁地写上一首《江上渔

者》来表达他对鲈鱼的钟爱之情。

鲈鱼多见于吴江地区，其中以松江

鲈鱼为上品。鲈鱼象征富足，古时并不是

家家户户能吃到，基本上见于官家或士

大夫府中。

北汝河是汝州的母亲河。据清《汝州

志》记载，在清代，汝河两岸登记在册的

水渠就有87条。北汝河属沙颍河水系，是

淮河二级支流，发源于河南省嵩县车村

镇栗树街村。

北汝河汝州段上下45公里，流经临

汝、温泉、杨楼、庙下、骑岭、王寨、纸坊、

小屯等乡镇，流域面积1507平方公里。北

汝河水质清澈、鱼虾肥美，丰富的渔业资

源吸引无数食客纷至沓来，北汝河美味

早已声名在外。鲈鱼是北汝河流动的精

灵，满足了平原地区人们对海鲜的妄想。

鲈鱼的美好滋味，仰赖于厨师的制作技

术。鲈鱼自古传统做法大多清蒸，生怕破

坏鱼本身的鲜味和营养，不敢加入其他

主食以恐产生味觉上的冲撞。天瑞主厨

朱化辉从来不喜欢将自己困在枯燥的法

则里，他喜爱大自然也享受着从大自然

中获取的灵感冲撞。

朱化辉用“大胆”

两字形容自己，金米

鲜鲈鱼正是“大胆”的

朱化辉一次大胆的搭

配，一改鲈鱼传统做

法。为满足食客“既能做配菜又能当主

食”的需求，朱化辉动足了脑筋，多次试

验多次失败再重新试验，最终找到了鲈

鱼的“灵魂伴侣”———泰国香米。

泰国香米顾名思义出自全世界最优

质的天然黄金粮食生产福地泰国。精益

求精的原产地和传统农耕的天然滋养，

造就了“泰国香米”极致精华的出众品

位。

用泰国香米做主食，米的茉莉清香

搭配鱼汤的鲜美，美味又营养。鲈鱼的滑

嫩在泰国香米的香醇下发挥到了极致。

鲈鱼肉白如雪、细嫩爽滑，营养价值丰

富，是我国四大淡水鱼中含DHA量最高

的。

明代“吃鱼高手”李渔在《闲情偶寄》

中曾记载：“食鱼者首重在鲜，次则及肥，

肥而且鲜，那是最好的了……烹煮之法，

全在火候得宜……宴客之家，他馔或可

先设以待，鱼则必须活养，候客至旋烹。

鱼之至味在鲜，而鲜之至味又在初熟离

釜之片刻……”

冬季的鲈鱼最为肥美。鲈鱼有越冬

的习性，一般当年12月份至次年3月，鲈

鱼是不进食的，仅依赖体内脂肪储存的

能量过冬。冬天的鲈鱼只掉肥不掉肉，冬

季养殖场停止喂食，水质也最清澈，鱼肉

腥味变淡，鱼肉也更鲜美。

朱化辉擅长“一刀法”对鱼的伤害最

小，对厨师的技能要求则很高。既能够减

少鱼最后挣扎使其失血最少，又能快速

切断鱼的经脉使细胞能量不易损耗保持

肉质新鲜。

选用一斤左右的新鲜鲈鱼去脏去

鳞，剔除鱼骨放一旁备用。脱骨后的鱼肉

片油脂绵密很适合生食，而金米鲜鲈鱼

却是一道热食，另有独特风味。拿一把精

细研磨过的切片刀，沿着白中透粉的脂

肪纹路轻轻划过，一块块厚薄适中的鱼

肉就片好了。

片好的鱼肉用清水冲洗几遍，控干

多余水分，撒入少许盐腌制。再打入半个

蛋清和鱼肉亲密接触，使每一寸鱼肉都

渗入蛋清的绵柔，细腻又润滑。稍等片刻

加入少许淀粉给鱼肉上浆，腌好的鱼片

等待时间的入味。

同时拿起一旁光秃洁白的鱼骨加入

清水低温熬制，切入生姜、花椒、蒜末，去

腥提鲜。鱼骨自带骨质蛋白，只需添加少

许盐辅佐，美味即成。

应季的泰国香米小火炸至金黄，将

全生的应季时蔬和金针菇铺于砂锅底

部，撒上炸好的香米，最后把鱼片均匀地

铺在金米上。在顶部撒上五分熟的青豆，

冲入保温壶中熬好的鱼汤，架小火把砂

锅烧开等待美食的生成。

香米有股天然的、淡淡的茉莉花清

香。经过热油的洗涤，这种清香还一直留

存。炸熟后的小米金黄酥脆、粒粒分明，

在鱼汤的浸泡下米香四溢。略硬的香米

和绵润的鱼肉双剑合璧，直指人心。

金米鲜鲈鱼，将新嫩肥美的鱼肉和

金黄酥脆的香米沐浴在鲜香热腾的鱼汤

里，让每一粒米、每一片肉都被鱼脂蛋白

包住。趁热尝上一口，一时间，满口异香。

坚硬的牙齿触碰上绵柔的鱼脂，那一刻

就如同钢刀碰到玫瑰，一直硬挺的心一

下子就软了下来，眼泪不禁在眶中打转。

细细品嚼，淡淡清甜，回味无穷。唯

有喝一口鱼汤、吃一口蔬菜才能将这满

腔满腹的柔情化解为无形，整理好心情

回归生活。

金米鲜鲈鱼做法

食材：鲜活鲈鱼、泰国香米、应季蔬

菜、金针菇、青豆、葱、姜、蒜。

做法：首先把鲈鱼去内脏去麟，剔除

鱼骨备用，再把鱼肉片切成厚薄适中的

如刀片厚度，片好的鱼肉用清水冲洗几

遍，控干多余水分，加少许盐入味，再加

入半个蛋清和淀粉使鱼肉上浆，腌好的

鱼片备用；取鱼骨加清水、葱、姜熬成鱼

汤备用；把泰国香米炸至金黄，应季时蔬

和金针菇铺在砂锅底部，撒上炸好的香

米，最后把鱼片均匀地铺在金米上，撒上

青豆，最后冲入熬好的鱼汤，架小火把砂

锅烧开即食。

特点：鲜香味美、营养丰富。

节选自美食图书《在汝州 唤醒美食》
供稿：汝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1954年4月,中国人民志愿军66军196师某团参谋，汝州籍战

士马清文奉志愿军总部命令，随部队返回祖国。

这天，马清文所在部队经过长时间的行军，来到一处大山，

站在山顶远望，中朝边境的临津江近在眼前，只要涉过临津江，

就是祖国的土地了。身经百战的志愿军战士们此刻心情兴奋不

已，是呀，亲爱的祖国，我们就要回到您宽阔的怀抱了。

正在这时，天空响起一阵飞机轰鸣声，战士们还没来得及

隐蔽，美军的轰炸机已飞临头顶，疯狂地抛下几颗炸弹。等到飞

机走后，我军检查损失，发现炮兵部队的40匹骡子被炸死。马清

文所在团的司号长，被炸死在一根电线杆下，另有部分战士被

炸伤。考虑到美军飞机还会继续来轰炸，带队首长命令战士们

分散撤退，避免敌机轰炸造成大量伤亡。

马清文与一名战士搀着一个负伤的战士，随某营战士隐蔽

行军。当他们艰难地行走到一条壕沟时，瞅见沟边一条小河，清

澈的溪水淙淙流动。战士们渴极了，纷纷趴在河边，用手掬起河

水猛喝，马清文用缴获的美军饭盒，先给负伤战士舀了盒水，让

他先喝罢，然后用饭盒在河边煮饭。

小河边绿树摇曳，红日当空，环境幽静，如果不是战争，这里肯定是一

块美丽的旅游胜地。

马清文一边煮饭，一边陷入遐想。正在这时，他看见从另一条小路上蹒

跚走来一个志愿军战士。那个战士走到马清文身边时，忍不住说道：“同志，

饭烧好了吗？”

马清文瞧瞧他，发现是个陌生人，有点儿警惕地问：“你是哪个部队的，

我怎么从不认识你？”那个战士说：“我是39军的通信员，刚送了一份情报，

在这儿迷了路，能讨口稀饭吃吗？”

马清文这才放了心，说：“你先躺下休息一会儿，马上就好。”

二人正说话时，远处隐隐传来了飞机声。那个通信员说：“不好，敌机来

了！”

马清文招手就要灭火，不料那个通信员拦住他说：“不要灭火，只要人

离开这儿，让敌军朝着这堆火扫射吧！”

说罢，通信员指着离火堆不远的一个地方说：“你看，那儿有一个洞穴，

隐藏在树林里，我埋伏到洞里，如果敌机低空扫射，我就朝他开枪，说不定

能将它打下来，你快带人到东边躲藏，如果敌机发现了你们，我也可以在这

边开枪把它引过来。”

马清文认为这个办法不错，点头说：“办法很好，但不能让你留在洞穴

里引敌，万一敌机轰塌了洞呢！你去那边躲起来，我躲在洞里。”

那个通信员还要争论，马清文说：“不要争了，我是66军196师某团参谋

马清文。军职比你高，服从我指挥，快拿饭盒走！”

那个通信员马上敬了个礼：“马参谋，我服从命令，但是你要带上我的

长枪，才能打飞机。”

此刻，敌机越发近了。

通信员带着饭盒拔腿走后，马清文带着他的长枪，疾步跑向那边的洞

穴，躲进了洞里。

一架敌机飞到小河上空，果然发现了河边燃烧的火堆，无论分说先朝

火堆扔了一颗炸弹。跟着，又一架敌机飞低空朝火堆附近用机枪扫射。

小河边顿时浓烟四起。

或许是发现没有伤到人，两架敌机没再继续轰炸，朝着我军战士躲藏

的方向飞去。马清文不敢多想，伸头出洞，举枪朝飞机的屁股连开三枪，枪

声奏效，两架敌机在空中打了一个旋转。掉头朝这边飞来，这次两架飞机飞

得很低，一前一后用机枪扫射起来，子弹在洞穴边纷飞，马清文赶紧缩回身

子，洞穴很浅，刚好够他把身子藏好。

敌机扫射了一阵子，离开了小河边。

马清文害怕它飞远。立即探身出来，朝着飞在后边的敌机连续射击，马

清文明白，这番射击会激怒敌人，也会暴露藏身地点，但他宁愿敌机把它携

带的弹药全部扫射在自己这边，也要保护那边即将归国的战友们安全。

但是两架敌机不知是没有了弹药，还是胆怯，越飞越远了。

躲藏的战友们看到飞机远去，一下子扑了过来，高声呼叫：“马参谋！马

参谋！”马清文从小洞穴里钻了出来，马上说道：“同志们，抓紧行动，我们还

没有脱离危险。”

战士们立刻停止了呼喊，列队整装，沿着一条山路疾步前行，这时那位

通信员满脸敬佩向马清文告别说：“马参谋，我还另有任务，不能和你们同

行，但我记得你的名字，回国后咱们一定再见面。”马清文紧紧握着他的手，

说：“今天多亏你的智谋救了大家一命，也让我取得了最后一次战斗的胜

利。”

马清文和他的战友一路急行军，当夜通过临津江，又走了十几里路，终

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边境线上，早有群众和友军战士沿路欢迎他们，并送

来了饼干、炒面、罐头、花生、豆腐干等食品。马清文交代一位战士：“凡领到

的食品，都要给送行的人打条子。”

实在是饿极了，战士们领到食品，兴高采烈地围坐在一起，美美地吃了

起来，正吃着，突然看见团长带着人走了过来，马清文急忙上前向团长敬

礼。团长看他满面烟尘，一脸倦意。拍着他的肩膀说：“马参谋，听说你亲自

打了最后的一次战斗，保护了战士，好样的，我要给你记功！”

马清文连忙说：“团长，我们这一路撤退的队伍，路上牺牲了一名战士。

还有五名战士受伤，我没有尽到责任，请求处分。”

团长语气沉重地说：“马参谋，我团出国参战3164名战士，如今回国的

只有976名，有2188名烈士留在了朝鲜的土地上，这笔账我们要记在美帝国

主义头上。”

马清文握着拳头，激动地说：“团长，你说得对！”

这时，太阳从东边升起，红霞普照大地。远处有早起的村民，扛着锄头，

走进碧绿的农田。有一头老黄牛，仰头朝天一声吼叫，这充满温馨和平的田

园景色，让马清文想起在朝鲜战场上多次与

敌军浴血战斗的场面，禁不住热泪纵横。

作者：常文理

供稿：陈 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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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巡店的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