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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39年3月，国民党临汝师管区中校
科长杨福堂被聘为各中学的军事教员。

这天，他刚从一个学校给学生们讲完军

事课走出校门，就被一个人拦住了。杨福

堂一见这人，惊喜地问：“健庵兄，你啥时

回来了？”

那人笑道：“刚回来。”

原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共临汝

地委统战委员兼武装委员王象乾。王象

乾又名王健庵，河北省安新县人，早在

1 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 937年1 0
月，王象乾受党组织委派，到临汝、鲁山

一带进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他先

在鲁山找到旧友王复初，又到临汝找到

同是河北省安新县的老朋友杨福堂，依

靠这两个人进行地方武装力量组织。王

复初是一个进步的国民党员，一贯拥护

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杨福堂也是一个拥

护共产党主张的国民党基层军官。他的

堂兄杨杰是黄埔毕业生，曾担任国民革

命军的上校团长，抗战时在上海阵亡。

王象乾曾跟着杨杰打过旧军阀，因此和

杨福堂相识相熟，在王复初和杨福堂的

帮助下，王象乾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

临汝两处共联络组织了两千多名群众

的武装力量。为让这支武装力量发挥作

用，王象乾告别王复初和杨福堂，于

1 937年 1 2月回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请
示党组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

指示：把那么多武装力量从蒋管区拉出

来，会影响统一战线，不如你们暂时潜

伏下去，当战争波及到临汝、鲁山时，再

就地起来抗战。王象乾因此于1 938年3
月，到延安抗大学习。这年8月，延安抗
大第一大队的政委胡耀邦指示王象乾：

日寇有打过黄河的可能，你可提前毕

业，仍回豫西把那部分武装力量掌握起

来。日寇一旦过了黄河，你们就可以拉

出来就地抗战，到时党组织再派人支援

你。你回豫西之后，不要再单打独斗，要

首先建立党的组织，掌握这支武装力

量，只有通过组织才能真正把这支武装

力量掌握起来。

得到胡耀邦的指示，王象乾于1 938
年 1 0月重回豫西，先在鲁山找到王复
初，以救护训练班教员的身份做掩护，

进行秘密活动。1 939年2月，中共豫西省
委书记刘子久派何启光到鲁山和王象

乾接上关系，成立中共鲁山县工作委员

会，王象乾任书记。一个月后根据形势

发展，何启光接到中共豫西省委通知，

要成立中共临汝地委，何启光便派王象

乾离开鲁山，重返临汝，筹备成立中共

临汝地委和中共临汝县委。这样，王象

乾和杨福堂分手将近两年后再次重逢。

王象乾和杨福堂见面后，无法向杨

福堂仔细讲述他这两年来经历的事，只

是简单说了一句：“这一段时间，我到西

安转了一圈。”杨福堂其实早就知道王

象乾是共产党的人，但因为王象乾从未

和他讲明，他也就心领神会，从未多问

过。那天见了王象乾，杨福堂热情地招

待他吃饭。吃饭中间，杨福堂问道：“健

庵兄，这次到临汝，你准备停留多久？”

王象乾说：“要待的时间长一些。”

这时，杨福堂忽然想起来了，说：

“健庵兄，你走后一个叫雷明的朋友拿

着你写的介绍信来找我，说他是洛阳的

记者，他给我好多宣传材料，让我分送

出去，我看那些材料都是如何抗日的，

就通过朋友关系，分送到各个县的团管

区师管区了。另外还有，雷明还介绍几

个青年到这儿，要我给他们安排工作，

我也都把他们安排到各地的学校当了

教员。其中一个女的叫吴茵，就在咱临

汝县一个小学教书。她是河北邢台人，

是咱们的小老乡呀！”

王象乾听后，心里十分感动。杨福

堂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为共产党做了很

多事。雷明的确是他介绍到临汝的。当

初自己到抗大学习，组织上为了临汝地

方那支武装力量和党保持联系，便让雷

明到临汝接替自己工作，自己便把他介

绍给了杨福堂。杨福堂肯定早就知道自

己的身份了，但他从不挑明，却冒着风

险一次次替自己做事，如果不是真正拥

护共产党的主张，怎肯如此。况且他在

国民党里也有一定身份，所做的这些，

没有一定的思想境界，是做不了的。想

到这儿，王象乾忽然想：这样的青年人

才，一旦机会成熟，自己一定介绍杨福

堂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这个人才收入进

步阵营。

想到这儿，王象乾干脆半公开地

说：“福堂兄，我这次到临汝，还要依靠

您的力量，过几天我有几位朋友也要过

来，还请您出面安排一下。”

杨福堂一听，心中明白了八九分，

爽朗回答：“凡是你交代的事，我全力以

赴。这样，现在咱们临汝有个壮丁大队，

明天，你就以军需官的身份去上任，你

的朋友若来，我再想办法，你看怎样？”

王象乾点点头，忍不住说：“给你找

麻烦啦！”

过了几天，王象乾带了几位朋友找

到杨福堂，介绍其中一位朋友说：“这是

我的老朋友，叫何启光，想请你给他临

时安排个住的地方。”

杨福堂说：“让这位老兄住到我弟

弟家里如何？”

那个叫何启光的忙说：“好，好，你

弟弟是干啥的？”

杨福堂答道：“他跟着我干，在临汝

团管区当个中尉，现在在县城玉带街

住。”接着又补一句：“你放心，没有事

的。”王象乾也说：“他弟弟叫杨才，为人

和福堂兄一样，非常正派。”

何启光就这样住在杨才家，秘密开

展党的组织工作。

一天，杨才对杨福堂说：“哥，健庵

昨晚和何启光他们都到杜善行家去了，

天快亮时才回来，不知他们在干什么。”

杨福堂交代弟弟说：“不该知道的

你别操心，只有一条，你必须保证何先

生的安全，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杨才走后，杨福堂心想：这几个人

必然又在商量事情。杜善行经常到汝阳

中学，杨福堂在汝阳中学给学生们上军

事课时，见过他几次，他猜想杜善行肯

定也是个共产党员。这时，杨福堂突然

萌发了一个念头，这几年他和王象乾打

交道，为共产党做事，其实心里是赞成

共产党的治国主张的。如果开口向王象

乾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不知他会如何

答复自己。有了这么一个念头，那天杨

福堂心里翻腾不已。其实杨福堂不知

道，王象乾、何启光他们那晚在杜善行

家里，开会成立了中共临汝地委和中共

临汝县委，何启光担任中共临汝地委书

记，王象乾担任统战委员兼武装委员，

贺崇升担任宣传委员，并同时成立了中

共临汝县委，何启光同时担任中共临汝

县委书记，杜善行担任中共临汝县委统

战委员。中共临汝地委工作范围是临

汝、鲁山、郏县、伊阳、嵩县、宝丰六个

县。那天会议结束，王象乾就提出了杨

福堂的问题，说：“杨福堂虽然是国民党

的基层军官，但他为人正派，赞成共产

党，这几年为我们的工作做了不少事，

恐怕他早就明白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没

有说破，证明他做事稳妥。我看不如早

点发展他入党，这样再工作起来就方便

多了。”

何启光说：“象乾同志说的有道理，

从我这段时间与他接触看，这人的确为

人正派。机会合适，可以对他公开说明，

看他是何态度。”

谁知没等王象乾开口，第二天杨福

堂和他一起从壮丁大队办事出来时，就

问王象乾说：“健庵兄，你看我这样的

人，能不能参加共产党？”

王象乾一愣，回头看他认真的样

子，也不好再含糊了，直接说：“福堂兄，

你真愿意参加共产党，我可以介绍你。

但是，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呢？”

杨福堂深有感触地说：“其实我早

就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强了。”

王象乾故意问：“怎么强了？”

杨福堂说：“早在1 92 7年，蒋介石残
杀共产党员，我就认为蒋介石和袁世凯

一样，是个忘恩负义之人。辛亥革命时，

孙中山先生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但

袁世凯一当上总统，就和国民党分手，

屠杀国民党人。其实没有孙中山领导的

国民党，袁世凯能推翻满清吗？北伐时，

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多少共产党参加

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殊死斗争，如果

没有共产党加入北伐，仅凭他蒋介石能

打倒军阀吗？我更佩服的是，共产党经

历长途行军到陕西安营扎寨，摒弃前

嫌，与国民党一起抗日，如果没有为国

为民的想法，共产党怎肯与残杀自己的

对头蒋介石握手言和呢！再加上国民党

内部官员贪污腐败，欺压贫苦老百姓，

我早就讨厌这样的黑暗政府。之所以还

穿着他们的衣服，也不过是混口饭吃，

我今年也三十出头了，如果再混下去，

实在枉为人生。如今我明白了，只有加

入共产党，才不愧做一个时代的青年

人。”

杨福堂说得慷慨激昂，王象乾听得

热血沸腾。但是他还是追问了一句：“参

加共产党，你不怕死吗？”

杨福堂答道：“人谁无死，只要死得

值，死有何可怕的。”

王象乾高兴地说：“福堂兄，我就是

一个共产党员。不瞒你说，早在十多年

前，我就参加共产党了。但后来四处奔

波，共产党员到处被国民党政府追杀，

我原先所在的党组织被破坏，我与党组

织失掉了联系，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

是个共产党员，一直做党的工作。去年，

我到延安抗大学习，重新又参加了中国

共产党。这样，今晚你在家待着，我和何

启光一起，介绍你加入共产党。”

杨福堂激动地点点头。

那天夜里，杨福堂在自己家里，由

王象乾、何启光主持了他的入党宣誓仪

式。

宣誓完毕，杨福堂心情舒畅，激动地

说：“我盼望已久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

了。健庵兄，你记得不，早在一年前，当时

雷明让我在学校接触学生，了解进步青

年，推荐他们去抗大学习。那时，我就向

雷明提出，我也要到延安抗大学习。但雷

明当时对我说：‘你还不能去，你懂军事，

将来我们准备建立伏牛山游击区，到时

你可以当游击军司令，让王象乾当你的

政委。’你知道吗？”

王象乾笑道：“这就是我的主意，虽

然当时我不在临汝，但雷明把你的事都

给我讲过。”

这时，何启光说：“福堂同志，你今

后的身份还不能公开，党的组织生活也

不能参加，今后仍然与王象乾同志单线

联系，是个特别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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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党峰（1 91 9—2 01 5），又名党峻峰，
1 91 9年生，河南省镇平县石佛寺人，
1 939年 1 2月参加革命，1 94 0年9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 94 4年 1 0月，任中共临汝
县委书记兼临汝抗日县政府县长。

1 937年 7月 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奋起抗日。当时正在开封高中读书的

党峰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

的抗日救亡活动。1 939年1 2月，党峰在
学校地下党员海鉴等同志的帮助下离

开学校，长途跋涉到达延安，1 94 0年3
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 1 0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 94 4年8月，皮定均、徐子荣奉命
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 1 支队，并抽调河
南籍干部组成干部大队，南渡黄河，深

入敌后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党峰加

入干部大队后任党支部书记兼大队

长。9月，皮、徐支队解放临汝县的大峪
店地区，决定成立中共临汝县委员会

和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党峰担任第一

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1 94 5年3月，在党峰的精心组织
下，大峪店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发

展到500多人，正式成立了临汝县抗日

独立团，党峰任团长兼政委。

抗日政府建立以后，地主、土匪和

各方实力派武装接踵而来，对大峪店

根据地威胁很大。党峰认真组织，严密

部署，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开展统战工

作，经过艰苦的工作，争取了一部分地

方实力派抗日，扩大了抗日力量。

田云是登封县送表人，曾出任过

国民党固始县县长。送表是临汝至登

封的必经之地，当时大峪的王沟村是

河南军区机关所在地，箕山专区及各

县领导也经常往返路过送表，专区领

导指示党峰想尽一切办法，打通道路，

确保过往安全。接到上级指示后，党峰

多次做田云的工作。经过交涉，党峰和

独立团副团长陈其双又到田云家里，

讲团结抗日的道理和意义，使田云保

持了中立。此后，田云帮助八路军购买

军粮，送军鞋、子弹等，为抗日斗争做

了一些好事。

席子猷原为国民党禹县县长。日

寇侵占禹县后，席子猷摇身一变成为

日伪维持会会长、保安团团长，有2000
余人，是一个坚决与共产党为敌、死心

塌地的汉奸。我主力部队根据上级指

示从密县返回。在县、区武装配合下，

皮、徐支队于 1 94 5年 1 月和2月份进入

禹县境内，拔掉了席子猷的几个据点，

把敌人挤到上、下官寺一带。党峰遵照

上级指示带领县独立团、区干部大队

以及民兵，把守交通要道，阻敌增援，

还动员群众抬担架、运粮草，做好支前

和后勤保障工作。经过20多天的围攻，
终于打下了上、下官寺，歼灭了席子猷

保安团。

党峰注重密切联系群众，总是和

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了广大群众

的知心好友。在抗日政府的广泛发动

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越来越

高，出现了贫苦农民送子参军，做军

鞋、运粮草、抬担架，支援前线作战的

动人景象。

1 94 4年冬，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按照
上级指示，借国民党发布的倒地布告，

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倒地运动。在倒地

运动中，党峰带领工作队深入各村，发

动群众，宣传政策，摸底排队，划清界

限，就地裁决，使倒地运动顺利进行。

一次，党峰到马鞍驼村检查倒地工作

时，发现买地户何金立抗拒倒地，并掂

着手枪扬言“非杀掉农会主席何社”。

党峰当即对何金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教育，命令其立即倒出土地，但何金立

拒不执行。根据何金立破坏倒地运动、

勾结敌人破坏抗日的罪行，党峰当场

批准逮捕何金立，并将其所买土地无

偿退给农民。同时，根据何金立的恶行

和群众的要求，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

何金立。

1 94 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
部队大举进攻解放区，皮、徐支队奉命

撤离豫西，党峰也随军南下。 1 94 6年7
月，党中央决定建立中共豫、皖、苏区

委员会，从皮、徐支队中抽调干部，组

成豫皖苏干部大队，党峰任大队长、党

总支书记，到豫东解放区开展工作。

1 94 7年1 月，柘城县城解放，党峰
任县委书记，同年 1 0月调任太康县委
书记，1 950年6月调任淮阳地委委员，
1 951 年6月任郑州地委委员、宣传部
长，1 954年 1 0月调任中南局城工部第
一处处长，1 959年9月任江西省赣南区
委员会常委、工交部部长，1 962年2月
任江西省委生产委员会、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1 97 9年 1 0月任江西省人民防
空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1 985年任江
西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201 5年8月31
日，党峰在南昌逝世，享年96岁。

特 别 党 员

中共临汝抗日县政府第一任县长———党峰
□ 李翔宇 李晓娜

很久以前，汝河南岸经常有一个小伙子肩挑瓷器担儿，沿街叫卖。小伙子

叫申生，他原是山西人，五岁时，他爹得病死了。十岁那年，他娘被一个财主糟

蹋后，含恨投河自尽。刚刚懂事的小申生，一怒之下，烧了那家财主的房屋，只

身逃到了老汝州，被严和店瓷窑上的穷工友们发现了，大伙儿可怜这个孤儿，

凑了一点钱，替他买了一担瓷器，让他挑着叫卖。虽说每天累得难受，可也能

吃上一顿饱饭了。一晃十年过去了，申生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

一天，申生听说汝州城内瓷器卖得快，就想去凑个热闹。这天他早早起

来，挑了一担200多斤的花边碗儿，往汝州赶去。他翻过大山，穿过虎狼爬
岭，日头升到树梢高时，到了汝河边。过了河马上就到城里了，申生放下挑

儿，擦了把汗，躺在一块大石头上，口中直喘粗气。由于起得太早，再加上挑

着重担赶了近二十里，申生躺下去不一会儿便呼呼地睡着了。

睡梦中，申生觉得有人叫他，睁眼一看，见是一位手拄拐杖的白胡子老

头儿。申生忙说：“老人家，您要买碗？”“是呀！”申生听了高兴地说：“您要

买，就只管挑吧！”老人听了，举起拐杖，不客气地在担子里乱敲起来。过了

一会儿，老人嘿嘿一笑，说：“孩子，你这瓷碗儿我全要了！你把它挑到河那

边我家里。价钱嘛，我决不让你吃亏！”

申生二话没说，挑起担子大踏步地下了河滩。忽然一脚踩住一块光滑

的鹅卵石，止不住一个趔趄，只听“哗啦”一声，一挑子花碗儿全摔在河滩

上。申生忙爬起来一看，一下子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脸，伤心地哭着说：

“这可连老本也搭里啦！往后我可咋办呢？”

见申生难过的样子，白胡子老头捋了捋白胡子，爽朗地笑着说：

“憨孩子，哭啥呢？男子有泪不轻弹，你今天来到我这晒金滩上，还愁啥？”

申生以为老人在开玩笑，就慢慢地站起来，望着老人发起愣来。只见老

人用手往沙滩上一指，霎时，整个河滩里的鹅卵石、沙子和碎碗片儿，都变

成了金灿灿的金子。老人慈祥地说：“孩子，这里全是金子，你只管拿吧，都

是你的！”

此时，申生才如梦方醒，犹豫了半天，才弯腰捡了一粒扣子大的金子，

挑起空担子就要走。老人忙拦住他，问：“恁些金子，为啥只拿一点点呢？”申

生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就这，您老已帮了我的大忙了。”老头儿满意地笑

了。随后，老人又悄悄告诉申生：“孩子，往后有啥难处，就到你刚才睡觉的

大石头上，拍三下，喊三声‘晒金爷爷’，我就会来帮你的！”说罢，老人转身

不见了。

申生到家后，用那块金子，买了一头大黄牛，又盖了三间气派的大瓦

房，还娶了个漂亮的好媳妇，过上了好日子。

汝瓷窑上的窑主，是个心狠毒辣、贪而无厌的家伙。见申生突然富了，

心里很奇怪。为弄个水落石出，就一步三晃地来到申生家，变着法子套申生

的实话。诚实人从来不会拐弯抹角，经不住窑主的连诈带骗，申生很快就把

汝河滩上遇到的事说个一清二楚。

坏窑主听了，心里高兴得无法说。回到窑上，马上让人装了一车上等瓷

器，又硬逼一个工友脱下又脏又破的衣服。他穿上后，赶上车子，一溜烟儿

往晒金滩奔去。见到那块大石头，老家伙忙坐下来假装打呼噜。过了一会

儿，他从指缝里见白胡子老头儿来了，忙爬起来说：“老人家，买瓷器吧！嘿

嘿嘿，只要给钱，我就把这一车上好的瓷器送到您家里！”说着，也不等老人

答话，就赶上车进了河滩。只见车轮一歪，“咣”一声，马车变成了底朝天，一

车瓷器摔得粉碎。

老家伙像死了亲娘老子似的，坐在车子边拍着大腿干号道：“这真是要了

我的老命呀！往后我可咋办呀？”白胡子老人厌恶地说：“别装哭了，爬起来装

金子吧！”老家伙一听，睁开眼一看，“哎呀！”整个河滩都是金子。老家伙像猫

惊尸一样蹦起来，大把大把地往怀里抓起金子来，抓着抓着，突然觉得身子往

下一沉，金子已埋到了胸口处。他急得大声喊叫：“晒金爷爷，快拉我出来拾金

子呀！”可整个河滩上竟连一个人影也没

有，一会儿老家伙就闷死在了金子堆里了。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晒金滩

民间故事

（上接第2924期）
我就很注重招聘高水平

的教练。没有好的教练是不

行的。有了高水平教练，才能

培养出高水平运动员。我的

两个学生，一个是成红光，原

来在日本国家青年队当教

练；还有一个是张树杉，在上

海七宝重点中学担任乒乓球

队教练。我以特殊人才引进

的方式，把他俩招回来了，现

在他们都在基地当教练。这

就是我跟习书记学的，一定

要注重招聘优秀人才。

还有就是要切实关心人才，关心同事和职工，这样才能调动大

家的工作积极性。习书记给王素梅涨工资的事，让我很感动，这也

极大调动了教练们的工作热情。

现在我每天坚持看《新闻联播》。在电视上看到习总书记，我都

感到很亲切，他的那些理念、想法和作风对我做好本职工作帮助很

大，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采访组：张新立同志，您好！请您谈谈当年在正定筹办春光电器

设备厂的起因。

张新立：上世纪7 0年代末，我在正定县广播站工作。那时我是个
科技爱好者，平时喜欢钻研一些无线电技术，搞一些技术革新和改

造。习书记在正定时，经济环境、政策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人们思想

更活跃了，县里也更支持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了。我因为在广播站

一直转不成正式职工，干得也不是很顺心，后来就干脆出来，于1 983
年开办了春光电器厂。这个厂生产一些电器元件，同时也由我主导

研制一种新型舞台灯光设备。这套设备在当时国内舞台灯光领域属

于比较领先的产品，可以根据舞台音乐的变化自动识别音调，给舞

台投放各种灯光色彩，渲染舞台氛围的效果很好。

1 984年，我把这种设备研制成功了，在省科委立了项。那个时
候，习书记主政下的正定县，非常重视人才，重视科技成果，重视新

产品研发，他本人对这个领域发生的事情特别敏感。有位同志就把

我们厂的事汇报给习书记，他马上就到我们厂来视察，并且认认真

真看了我们这套设备的演示效果。看过之后，他非常高兴，主动问我

们厂有什么困难，还需要什么支持。从那次以后，习书记多次来我们

厂视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习书记这几次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很低调，很接地气。我们看他

穿的衣服，看他讲话时亲切随和的态度，觉得他就和我们老百姓一

样。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们他是北京来的，而且在大机关里工作过，谁

也不会想到这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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