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时省委迁宛城 不畏艰险擎红旗
———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旧址
□本报记者 王渊博 通讯员 李怀明

省义务教育装备标准化实验学校

我市 6所学校入选
本报讯（记者 王勇）日前，2019 年度河南

省义务教育装备标准化实验学校名单公布，
共 100 所学校入选，我市 6 所学校上榜。

我市入选河南省义务教育装备标准化实
验学校的学校有南阳市实验中学、 南阳市第
十四中学校、南阳市第十九中学校、南阳市第
十三中学校、南阳市第二十二中学校、唐河县
第五小学。 按照教育部门的要求，各学校要强
化教育装备的管理和应用， 充分发挥装备的
课程资源作用， 促进教育装备与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②8

1932 年 7 月， 中共鄂
豫边临时省委迁驻宛城北
关大街路西(今南阳市工农
路 436 号)， 使这里一度成
为鄂豫边区党的指挥中心。

1932 年 1 月， 国民党
军队对襄(阳)枣(阳)宜(阳)
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反
革命“围剿”。 2 月 2日至 3
日， 中共鄂豫边区特委召
开紧急会议， 改组边区特
委和革命委员会， 成立中
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和鄂豫
边临时省苏维埃， 领导反
“围剿”斗争。 但由于临时
省委主要领导人执行王明
的“左倾冒险主义”，面对

势力强大的敌人死守硬
拼， 致使襄枣宜革命根据
地全部沦陷。 在这种情况
下， 鄂豫边临时省委被迫
从根据地转移到南阳。

当年 7月，临时省委几
位主要负责人陆续撤到南
阳后，在新野县上凤鸣村召
开会议， 改组了临时省委，
由宋良猷任书记，郝久亭任
组织部长，陈雪怀任宣传部
长，王君恩、曹明久任常委，
张星江、陶汉三任委员。 临
时省委机关设在南阳城内。
会后，王君恩、曹明久等到
襄枣宜地区开展工作，张星
江等负责在唐(河)桐(柏)泌

（阳）一带组织游击武装。
临时省委机关移驻南

阳城后，和上级党组织一时
难以取得联系。但临时省委
在逆境中不畏艰险，高擎红
旗，继续坚持斗争。 张星江
在唐河县东部的毕店与桐
柏县西部的平氏一带发动
群众，先后建立了 8支农民
赤卫队， 打击土豪劣绅，开
展斗争。临时省委在南阳城
区建立了交通联络站和文
印点，并调整了中共南阳中
心县委的领导成员。
南阳城区的学校也很
快建立了党的组织。

1933 年 5 月 下

旬，上海中央局对鄂豫边区
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并决
定将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
改为中共鄂豫边特委，隶属
于上海中央局，继续领导鄂
豫边区的革命工作。

张星江、仝中玉、张旺
午（中共泌阳县委书记）等
共产党人， 不畏腥风血雨，
于 1933年 7月成立中共鄂
豫边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继
续领导鄂豫边区人民的革
命斗争。 ②8

目前，全市有邮政服务网点 274 个，实现所有乡镇全覆盖

融合创新发展 提升服务品质
本报讯（记者 高嵩

通讯员 刘力扬）10 月 9
日，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
阳市分公司在仲景路邮政
市场开展了“世界邮政日”
主题活动。当日是第 50个
世界邮政日， 今年的主题
是“传递美好、协同发展”。

当日上午 9 时， 在中
心城区仲景路邮政市场，
邮政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
宣传邮政在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 现场设置的十多块宣

传展板，内容丰富，展示了
南阳市分公司所能承办的
各项业务以及近年来的发
展变化， 吸引不少群众驻
足观看。 市民蔡先生说出
自己的切身感受：“如今，
邮政部门做得非常好，像
我住在小区的五楼， 邮递
员每天按时按点给俺们送
报刊、杂志，服务周到、贴
心。 现在，邮政网点多，邮
寄快件十分方便。 ”

普遍服务是邮政的
根，也是中国邮政的“四

梁八柱”。 近年来，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南阳市分公
司深入践行“人民邮政为
人民”的服务宗旨，加快
融合创新发展，持续提升
服务品质。 目前，全市现
有邮政服务网点 274 个，
实现全市所有乡镇全覆
盖。 全市现有邮路 87 条，
投递线路 2.75 万公里。还
设置了便民服务站、邮乐
购站点，更好服务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等。 市分公
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靳

三强告诉记者：“目前邮
政网点除了承办普遍服
务和特殊服务以外，我们
还积极拓展业务，在邮政
网点开展代收水电费、代
售飞机票等业务；拓展了
警邮合作，设立交警服务
站 80 个， 代换补换领机
动车牌照、行驶证、检验
合格证、驾驶证等便民交
管业务 25 项；春节期间，
我们还为返乡的人员提供
春运车票预约代购和免费
寄送等服务。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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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美化提升沿河栈道
本报讯（记者 高超 通讯员 方宛军）日

前，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沿河栈道新增了几
处美观的大理石护栏，以往破损的栈道已修葺
一新，市民无障碍游览白河更舒心。

据了解，前段时间，白河右岸南阳大桥区
域、槐香湾三色帆木栈道广场、淯阳桥区域、卧
龙大桥区域的塑木栈道破损严重， 影响通行，
市城管局决定对园区破损的塑木栈道进行提
升改造。

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处筹措资金，
全程跟踪，现场督查工程质量，经过一个多月
的紧张施工，拆除破损塑木栈道 2908 平方米，
重新铺设了生态、环保的透水混凝土路面。 在
淯阳桥、 卧龙大桥下安装大理石护栏 399 米，
为市民、游人的安全游览提供保障。 ②8

南阳市实验中学

多项研究成果获奖
本报讯（记者 王雪）近日，南阳市实验中学

信息化教学改革项目捷报频传， 多项研究成果
荣获省级一等奖。

伴随着国家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实
施， 市实验中学迎来信息化发展的黄金时代：由
王建波、于松军、郭江浩、刘爽爽、何静、庄玉东负
责的“电子书包环境下教师教学创新能力提升策
略研究”获 2019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
一等奖；由王建波、李晓、于松军、郭江浩、庄玉
东、何静、申林、任延庆、张星星、王秋配负责的
“基于电子书包的翻转课堂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
应用”获 2019年度河南省教育信息化理论研究
成果一等奖，“基于电子书包的三导三疑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获 2019年度河南省教育信息化创
新应用成果一等奖；由王建波、李晓、于松军、郝
阳负责的“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初中地理社团‘地
理角’综合实践活动研究”“电子书包环境下教师
教学创新能力提升策略研究”获河南省第六届教
育信息技术应用优秀成果一等奖。 ②8

日前， 南阳市消防支
队宛城大队开展电动自行
车火灾警示教育大型演
练，辖区街道办事处、物业
公司等单位约 1000 人参
加。 图为演练现场②8

本报记者 高嵩 特约
记者 刘迎昊 董路 摄

编者按
南阳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近百年来，在这块红色热土上，众多仁人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前赴后继，用热血谱写了壮丽的英雄诗篇，为南阳人民留下了珍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为了缅怀革命先烈，重温英雄事
迹，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精神动力，即日起，本报与中共宛城区委党史研究室联合推出“重温红色
记忆”专栏，敬请关注。

消防演练
防范风险

重温红色记忆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