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河南省扶沟县吉鸿昌烈士纪
念馆袁野民族英雄吉鸿昌冶七个大字映入
眼帘袁这是聂荣臻同志为纪念吉鸿昌写
下的题词遥 已在纪念馆工作 10年的讲
解员张艳娜说院野每天都有群众到纪念
馆参观展览袁缅怀先烈袁吉鸿昌烈士的
精神不仅激励着扶沟县人民袁他的事迹
在中国广为流传遥 冶

野恨不抗日死袁留作今日羞遥 国破尚
如此袁我何惜此头钥 冶这是共产党员尧抗
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的气壮山河
的就义诗遥

吉鸿昌袁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
县吕潭镇袁因家境贫寒袁只间断地念了
两年书遥 1913年入冯玉祥部当兵袁因骁
勇善战袁屡立战功袁从士兵递升至军长遥
他为人正直袁不畏权势袁人称野吉大胆冶遥
1930年 9月袁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
后袁任第 22路军总指挥兼第 30师师长袁

奉命野围剿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袁但他不
愿替蒋介石打内战袁对野围剿冶红军态度
消极遥

1931年 8月袁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
兵权袁被强令出国野考察冶遥 临行前袁恰逢
野九一八冶事变袁吉鸿昌发电报向蒋介石
请命院野国难当头应一致对外袁愿提一师
劲旅袁北上抗日袁粉身碎骨袁以纾国难遥 冶
未得允许袁遂环游欧美袁发表抗日演说袁
寻求国际声援遥

1932年袁吉鸿昌在上海野一二八冶抗
战炮声中回到祖国后袁随即联络与发动
旧部袁为抵抗日本侵略奔走呼号袁并毁
家纾难袁 变卖家产 6万元购买枪械袁组
织武装抗日遥 1932年深秋袁在北平加入
中国共产党遥

1933年 5月袁在中共北方组织的领
导与帮助下袁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抗日
武装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冶在张家

口建立袁吉鸿昌任第 2 军军长尧北路军
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袁率部进
攻察北日伪军袁连克康保尧宝昌尧沽源尧
多伦四县袁将日军驱出察境遥

蒋介石政府奉行 野攘外必先安内冶
的政策袁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袁令何应
钦指挥 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遥 吉
鸿昌率部战斗至 10月中旬袁 弹尽粮绝
而失败袁随后潜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
动遥

1934年袁吉鸿昌参与组织中国人民
反法西斯大同盟袁 被推为主任委员袁秘
密印刷叶民族战旗曳报袁宣传抗日袁联络
各方袁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遥

1934年 11月 9日袁 吉鸿昌在天津
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袁 并遭逮
捕袁后引渡到北平军分会遥 敌人使出种
种手段袁迫害逼供袁吉鸿昌大义凛然地
说院野我是共产党员袁 由于党的教育袁我

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袁转到工农劳苦大
众的阵营里头来遥 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
伍袁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袁能够为我
们党的主义袁 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袁这
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遥 冶11月 24日袁
经蒋介石下令袁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
军监狱袁时年 39岁遥 韩朝阳

旷继勋渊1897要1933冤袁原名大勋袁号
集成遥 中国共产党早期高级将领袁高级
军事指挥员遥 贵州思南人袁早年入川从
戎袁先后在川军赖德祥尧杨森尧邓锡候部
任排长尧连长尧营长尧旅长遥 1926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袁之后转战南北袁浴血奋战袁
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尧四军尧二十
五军军长袁中共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副主
席袁军事总指挥袁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
会主席袁参加并开创了中共洪湖尧鄂豫
皖尧川陕革命根据地遥 1933年因反对张

国焘野左冶倾路线袁被秘密杀害于四川通
江洪口场,时年 36岁遥2009年 9月袁旷继
勋被评选为 野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
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冶之一遥

1926年袁在共产党人王文鼎和秦青
川的介绍下袁 旷继勋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袁并很快在自己队伍中建立起了党组
织遥 他利用国民党军阀部队军官的身
份袁为地下党四川省委提供工作方便和
掩护遥 如在他的军营召开地下党四川省
委会议袁派人保卫会议安全曰在成都期
间袁他机智保护了中共四川省委重要领
导人刘披云尧穆青等遥

1929 年春袁 在中共四川省委批准
下袁6月 29日在四川省蓬溪大石桥牛角
沟袁 旷继勋率全旅官兵 4000余人宣布
起义袁竖起了野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
路冶 大旗袁 建立了四川第一个红色政
权要要要蓬溪苏维埃政府遥

蓬溪起义胜利后袁旷继勋率领红军
向西充尧南部方向进发袁并在仪陇建立
了四川第二个苏维埃政权遥 在攻打猫儿
寨时袁 由于地下党员思想临时发生动
摇袁红军长途跋涉袁人困马乏袁敌我力量
悬殊太大袁遭到敌军包围击溃袁起义失
败遥

起义失败后袁 旷继勋在中共四川
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披云的护送下来
到位于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遥 到上海不
久袁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旷继勋遥 周
恩来握着他的手说院野继勋同志袁中国

有句俗话袁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袁蓬溪
起义袁历时一个月袁南征北战袁干得不
错袁失败了袁但星星之火袁可以燎原袁
它已在四川乃至中国播下了种子遥 中
国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袁他们只为人
民谋利益遥 冶这次会见袁是旷继勋思想
上的一大转折袁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心
和决心遥

党中央鉴于党的机关常遭国民党
敌特和青帮歹徒的破坏袁而旷继勋不仅
带过兵尧打过仗袁并且机智勇敢袁会打双
枪袁中央决定让他临时参加野打狗队冶严
惩敌人遥 旷继勋先后接受了营救中共高
层领导彭湃尧杨殷尧惩治叛徒白鑫的行
动尧诛杀青帮头子黄金荣等任务遥 最后
击毙了大叛徒白鑫袁 将黄金荣打成重
伤遥 旷继勋的革命行动袁打击了敌人气
焰袁保卫了党中央机关遥

由于旷继勋足智多谋又勇猛过
人袁经周恩来提议袁党中央一致同意旷
继勋参加开创革命根据地工作遥 从
1929 年秋到 1933 年 5 月袁旷继勋参加
了开创中共洪湖尧鄂豫皖尧川陕革命根
据地袁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尧四
军尧二十五军袁并担任军长遥 旷继勋率
领的红六军和贺龙率领的红四军在公
安县南平会师袁 两军会师后组编为红
二军团袁 期间有新集战斗和双桥镇战
斗两场著名战役遥 双桥镇战斗是旷继

勋指挥红四军转入进攻作战中的空前
大捷袁 而新集战斗使红军取得了攻坚
战的经验袁为以后野围城打援冶战斗创
造了成功战例遥

1931年 4月 9日袁实行野左冶倾机会
主义路线的王明为了控制各革命根据
地袁派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遥 6月 28
日在分局第一次大会上袁张国焘以野反
右倾机会主义冶野立三路线残余冶 为名袁
撤销了旷继勋红四军军长职务袁调任红
十三师师长遥 旷继勋仍以大局为重袁不
计较个人得失袁积极指挥十三师袁配合
红四军主力袁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遥 也
因此袁招来了杀身之祸遥 1933年 7月袁张
国焘设计陷害并以野国民党改组派冶野右
派冶等莫须有罪名袁将旷继勋秘密杀害
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袁时年 36岁袁一代
将星就此陨落遥

旷继勋烈士虽然离开了我们袁但他
给我们留下的是永恒的记忆院1936 年
在延安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时袁 毛泽
东说野旷继勋同志是好同志袁被张国焘
错误迫害袁应作烈士待遇冶遥 旷继勋的
一生袁是革命的一生袁光荣的一生袁他
将他毕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党袁奉
献给了人民袁 奉献给了他所深爱的解
放事业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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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 邹 海 生 持 有 的 证 号 为

01070192042土地使用证壹本 渊土
地坐落于中山北路私立英才学校东
侧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绎邹长有遗失营业执照正本袁
注册号院360781600237212袁 特此声
明遥

绎瑞金市伟达轿车美容维修厂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 发票代
码 :3600173320袁 发 票 号 码 :
03917503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伟达轿车美容维修厂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 发票代
码 :3600173320袁 发 票 号 码 :
03917504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伟达轿车美容维修厂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 发票代
码 :3600173320袁 发 票 号 码 :
03975990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伟达轿车美容维修厂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 发票代
码 :3600173320袁 发 票 号 码 :
03975991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伟达轿车美容维修厂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 发票代
码 :3600173320袁 发 票 号 码 :

03975996袁特此声明遥
绎杨俊雅持有的江西陶瓷工艺

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书遗失袁
证号院129301201106000421袁特此声
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198512292014号渊杨成冤身份
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杨成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遗
失袁 证号院360781198512292014袁特
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2102197704141017号渊王瑞东冤身
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双枪军长旷继勋
阴陈安礼

注销公告
瑞金市鑫达建材工贸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6078158162438XD冤经股东会决定
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 现公司已
经成立清算小组渊成员:林友棋尧陈传贵冤袁请债权
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江西省瑞金
市沙洲坝镇大布村委会旁边本公司清算小组申
报债权债务袁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联系人:林友棋
电话号码:15350288333

瑞金市鑫达建材工贸有限公司
2018年 9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