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陈月飞 徐睿翔

4月 23日是渡江战役胜利暨南
京解放纪念日。日前，记者分别采访
7位亲历渡江战役的老将军、老革命，
他们从司令部、基层指挥员、一线突
击部队和群众等不同视角，回顾了72
年前百万雄师在一千多华里战线上

“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
的壮阔场面。

激战江北，
旌旗南指大江边

“今年是个胜利年，全国胜利在
今年，同志们再努力一把劲哪，打到
南京过新年。”在省军区南京第二十
四离职干部休养所，原28军副政委
李剑锋唱起了他自己作词的《打到南
京过新年》。

1949年初，三野34军在紧靠南京
浦口区的安徽来安县等地进行渡江作
战准备，时任该军101师302团2营副
政治教导员的李剑锋，用民歌旋律填
词创作了这首歌曲。那时候，前后方
都已经感到革命形势发展迅猛，蒋家
王朝覆灭指日可待。山东沂蒙山区的
群众送到前方的“进军鞋”上，都能看
到这种乐观情绪。李剑锋拿出一双仿
当年样式的布鞋，一只鞋帮上写着“打
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另一只写着

“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鞋头上写
着“革命到底”。

当时年仅14岁的原南京军区政
委方祖岐上将，也被“打过长江去，解
放全中国”的口号所鼓舞。家住靖江
的他目睹了大军星夜集结、群众踊跃
支前的动人场面。“那时候口号‘一切
为了支前，一切为了渡江’‘打过长江
去，解放全中国’，那个鼓舞人啊！我
们学生也受鼓舞，跟着上街宣传游
行。老百姓可以说人人出动，我们家
门口那条羊肠小道都通路了，炮兵纵
队的榴弹炮、十轮卡车从家门口通
过。”方祖岐回忆，小小的靖江全县动
员，修道路300多公里、架桥90多座，

“东线第一帆”就是从靖江出发。
渡江南下，我军个个奋勇争先。

原南京军区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陈良
当时在三野20军59师175团2营担
任医务员。淮海战役后，部队兼程开
赴扬州准备渡江，陈良所在营被选为
渡江先锋营。战友争先恐后，但要想
顺利渡江还得动员害怕“打头阵”的
船工。“当先锋要死人的，船是老百姓
的，我们去动员宣传。教导员会做工
作，说先锋队是最光荣的部队，最能
打仗的部队，打消了船工的顾虑。”陈
良回忆说。

准备渡江的部队多来自北方，花
了一个多月时间准备水上作战。“兵都
是山东兵，不会游泳，上船就更不要谈
了。后来营里知道我是江苏启东人，
住在江边、河边，所以营长给我的任务
就是训练士兵游泳、登船。”陈良笑言，
当时许多北方战士上船走跳板经常掉
进水里，训练要求他们走得快、走得
稳，还要学会架跳板、给船堵漏，掌握

短距离泅渡和抢占滩头、突破江堤防
线等技术。作为医务兵，陈良还要学
会自救、互救、溺水抢救等。

渡江前，我军为扫清江北还打了
多场硬战。李剑锋所在团攻占仪征县
城后，就与驻守十二圩的敌军展开激
战。“十二圩守军由国民党军一部和反
动地主武装组成，国民党军一打就溃
退了，地主武装十分顽固，我们冲进去
后在街上遭到了很大伤亡。”李剑锋回
忆，他所在营580多人，就有100余人
牺牲。为掩护因旧伤行动不便的李剑
锋，通信员谭义联也在一条干沟边中
弹牺牲。

至今，谭义联的照片还放在李剑
锋家中书架上。“这是他唯一一张照
片，他是为我而死的。”看着照片上年
轻的面庞，李剑锋满是怀念，“他是家
里的独子，淮海战役刚开始，他父亲来
部队找他，想要他回家娶个媳妇，他说
等到战斗胜利了回家结婚，如果不牺
牲也85岁了。”

粟裕一夜未眠，
指挥大军摧枯拉朽过大江
194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

载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新闻稿《人民
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其中描述
当面之敌“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
遇之抵抗，甚为微弱。”

淮海战役前，陈毅元帅曾有诗云：
“稳渡长江遣粟郎”。直接指挥东集团
的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此时已到
江苏泰州白马庙。时任三野司令部电
台台长的浙江宁波军分区原司令员季
凌，至今仍记得战役发起的那个晚上，

“20日晚上开过作战会议，粟裕说：今
天晚上渡江战役开始了。我不睡觉，
大家也不要睡觉。”

粟裕料敌从宽，但当面之敌不堪
一击。与党同龄的原南京军区空军政

委郑竹波当时是三野29军86师258
团政治部主任。该团作为第二梯队，
只是在江阴长山登岸时遭到了国民党
飞机零星轰炸，“300米外丢了两颗炸
弹就仓皇逃窜了。”实际上，由于江阴
要塞守敌被打入内部的我地下党员策
动起义，第一梯队渡江也没有发生大
的战斗。

在安庆，随二野准备渡江的原南
京军区工兵工区副参谋长董兴旺至今
记得，北方的“旱鸭子”战友们曾对过
长江颇为担忧，不过敌所谓的长江防
线实在不堪一击，过江后走路要多于
打仗。董老笑言，“过江前整天打，渡
江后没仗打了，跟在敌人屁股后面整
天追。”

“尽管渡江战役规模很大，但并没
有怎么打。”季凌曾在华野及三野司令
部经历了粟裕指挥的解放战争所有战
役，在他记忆中，打得比较紧张的要数
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前方打
得并不激烈。“敌人主力部队特别是五
大主力都被消灭光了，守江防只能虚
张声势。”

当晚连老天都帮忙。陈良记得，
渡江发起当天上午一直刮西北风，船
工说这就很难掌握上陆地点。“到天
将要黑的时候，部队全部集中了，正
巧风向转了，原来的风要走两三个小
时，现在这风‘一根烟’就可以到
了。”本来计划是陈良所在的5连紧
跟突击4连前进，不料船到江中敌人
发觉不妙，打出照明弹后，载着5连
的女船工情绪紧张，船越开越快，5
连反而当先登岸。敌人发现后，碉堡
里的机枪压制住了4连，5连战士就
毫不犹豫冲向碉堡，“我们在边上看
准后，手榴弹往碉堡里一摔，听到轰
轰两三声，里边没有枪声了，我们就
上去占领了。”

进入南京，
牢记“两个务必”
在南京对面，三野35军渡江遇到

的最大困难不是敌军抵抗，而是没有
船。“22日，东西两个集团分渡长江，

23日上面给我们35军的任务是占领
南京。”当时在35军的原海军医学专
科学校副政委戴寿春回忆，渡江战役
总前委下达命令后，部队遇到最棘手
的问题是没有掌握船只，眼望南京空
城而不可渡。

敌人以长江天险为依仗，一大原
因是有海军舰队。戴寿春记得，渡江
准备期间就有同志说：“这时候，我们
有海军和空军该多好啊。”他们的愿望
很快成为了现实——渡江战役期间，
早已被我地下工作者渗透的国民党军
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在南京下关江面起
义，成为人民海军的起家舰艇。渡江
战役后，戴寿春成了“陆军海战队”，担
任起义舰艇“永平号”的政委，成为人
民海军最早的一批指战员。

23日当天，35军通过地下党搞到
下关发电厂的小火轮“京电号”，“就用
那个船把部队一船一船运过来。”戴老
记得，35军入城后已无敌军踪影，只有
一些溃逃的散兵在抢劫，“我们部队很
快就占领总统府，把红旗插到总统府
的屋顶，也很快把南京的风景区、文物
都很好地保护了起来。”

此后随部队进入南京的董兴旺，
也驻扎过总统府。战友们看地毯很稀
罕，作为“胜利品”你一块我一块分割
了，铺到地上晚上睡觉用，很快有干部
阻止，强调要严守进城纪律，不准搞破
坏。“我们的战士不仅勇敢、不怕死、能
吃苦，而且组织纪律性强，有吃有喝摆
在那都不动。”董兴旺回忆道。

革命胜利在望，毛主席在党的七
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及时提醒全党：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
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李剑
锋随部队自镇江进入南京后，部队组
织学习了这一讲话。在参观总统府
时，李剑锋想了很多，“当时我到三楼
西头会议室，坐在北头蒋介石坐过的
高椅子上，联想甚多。我最深刻的感
受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官多大、位多
高、权多重、兵多广，只要没有老百姓
支持，一切都完蛋。”

7位亲历者追忆渡江战役始末——

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

本报讯（李弘非 陈月飞）22日，
我省军地联合开展、新华报业传媒集
团等单位承办的“百名战将忆党史”大
型全媒体新闻行动在南京渡江胜利纪
念馆启动。省军区政委张孟滨少将、
副政委苏林波少将及离休老干部代
表、主办和承办单位代表、官兵与学生
代表共12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

张孟滨表示，我省目前有2100多
位健在的“老红军”“老八路”“老解
放”，他们大多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
来，久经考验、信念坚定，参与并见证
了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是党史学

习教育引导人、塑造人、感召人的“活
教材”。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老革命的
政治优势，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革命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

启动仪式现场，原第28军副政委

李剑锋以“我在渡江战役中的经历”为
题上了一堂生动的微党课，深情讲述
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支援解放军渡
江作战的故事。

本次活动由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
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协办，省委网信

办、省委党史工办、省教育厅共同参
与，新华报业传媒集团、省广播电视总
台、现代快报社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
具体承办。即日起至10月底，省级媒
体将采访全省范围内遴选出的百余名
老革命并进行全媒体报道，各市对本
辖区其他老革命做到报道全覆盖，着
力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为“中国号”巨轮扬帆远航不懈奋斗的
精彩故事。活动结束后，省军区政治
工作局将汇总各类作品，分发给部队
官兵、民兵预备役部队和社会群体，并
存入正在筹建的江苏省革命军事馆永
久保存。

“百名战将忆党史”大型
全媒体新闻行动启动

在百年大党铸就辉煌的历程中，老将军、老战士们作出了杰出贡献。截至今年，还有2100多位昔日功勋卓著、如
今不忘奉献的老将军、老战士生活在江苏，数量在全国各省区市位居第二。平均年龄高达93岁的他们，是重大历史事
件的直接参与者和重要见证人，他们的经历是编研党史、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源头活水。为了用好这一我省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独特资源，江苏军地联合开展为期半年的“百名战将忆党史”大型全媒体新闻行动，对话有战功、有故
事的老革命，抢救固化他们在历次战争、重要战役、著名战斗、重大行动中的珍贵记忆，以独特视角呈现党史故事，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念跟党走，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现代化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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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慧洋
通讯员 张晨晨 姜龙

“我们今天带来了几份‘人民
楷模’王继才在守护开山岛时的
遗物——他生前升起的最后一面
国旗、煤油灯、收音机……”4月22
日上午，伴随着连云港市革命纪念
馆宣讲团团长房阳深情地讲述，南
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报告厅内的
几百名师生们禁不住热泪盈眶，掌
声响起。

这是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连
云港市委党史工办主办的“薪火相
传耀港城”——红色文化百场巡演
活动走进南京高校的第二场中的一
幕。21日下午，在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金城学院做了首场巡演。

“为了让两校师生进一步感受
港城红色文化的魅力，我们对这次
来宣讲的故事进行了精挑细选，希
望它们能成为激励大家奋发进取的
宝贵精神财富。”连云港市委党史工
办副主任张斌介绍道。

“他是年龄最小的一名烈士，这
位小烈士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小
萝卜头’。这外号看似可爱，其实若
了解其中的实情，也不免让人心
酸。”“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辛姝萱带
来了《很高兴认识你，小萝卜头》的

动人宣讲。作为墟沟小学六年级的
学生，也是本次宣讲团中年龄最小
的学生志愿讲解员。她说：“为让更
多人了解家乡的红色文化，我将传
承红色基因，把自己所了解的革命
故事、名人故事、家乡变化带给大
家，让红色文化传播得更远。”

该巡演活动是党史学习教育
连云港市委宣讲团青少年分团致
力打造的品牌亮点。“在巡演过程
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和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知悉了相
关动态，认为我们开展的此项活动
生动可感、充满特色，便主动提出
邀请，让我们在两家学校做一次巡
演。”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馆长白
植明介绍道。

“宣讲内容感人，形式活泼，让
我对那个热血澎湃的革命年代有
了更多认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城学院学生党员刘子俊坦言，

“没有这些革命前辈的英勇付出，
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我
将努力学习，用实际行动来为祖国
繁荣昌盛添砖加瓦。”南京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学院学生季
家丽也表示：“我们要继承革命先
辈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听党话跟党
走，担负起新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人
的使命。”

连云港红色文化百场巡演
走进南京高校

江苏拥有丰厚的红色资源，自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以来，各地深入推动红色资源用好用活，好思路、
好做法不断涌现：“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文旅消费
推广季，面向全国推出12条江苏“红色之旅”线路；
沭阳县启动“打卡直播”，探寻省内13个设区市的红
色地标；泗洪县界集镇串联红色教育基地，打造党史
学习教育“实境课堂”……

串联红色资源发挥其最大效应是党史学习教育
形式的创新，更为我们用好城乡红色资源带来启
示。随着城乡的快速发展，红色资源往往被淹没在
高楼大厦或住宅区域中，热度不及周边，甚至鲜为人
知。单个红色资源体量有限，仅凭一己之力很难扩
大影响。而“红色之旅”“打卡直播”“实境课堂”犹如
一根根“线”，起到串珠成链的作用，不仅让一些原本
不太显眼的红色资源随着著名红色地标一道焕发光
彩，更形成党史学习教育的传播矩阵，大大强化宣讲
教育效果，让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宝”真正成为一座
精神“宝库”。让红色资源“串珠成链”“攥指成拳”，
是在城乡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的必答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
调，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为红色资源寻找串联方
式，关键也在创新。除了少数著名红色地标外，大量
红色资源的单体容易被忽视，需要提炼主题、形成合
力才能发挥更大价值。但“黏合”红色资源并非强行
生硬地结合，更不能对别处的好做法照搬照抄。要
结合本地红色资源特点，融合各方专业力量，让红色
资源出圈、出彩。

有机串联红色资源，需要善用传播规律找准
“黏合剂”。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有哪些短板？了解
信息的渠道有哪些新特征？把这些规律弄清楚，

“黏合”红色资源的方式方法就有了客观依据。比
如南通发布的“红色地图”同时有纸质版、数字版，
契合人们当下的阅读习惯。再比如，可以根据青少年的关注与喜好，量身
定制红色线路、系列短视频、红色话题等，提升他们对红色资源的向往。
近年来，不少城市通过文艺作品作形象展示，吸引观众跟着作品里的角色
在现实中“巡礼”，让城市中一些原本不起眼的地方成为网红打卡地。地方
宣传部门也可参考这一做法，组织专业团队进行巧妙策划设计，以更细腻的
作品、更火热的话题、更精准的形象让本地的红色资源更加“红”起来。

红色资源的串联不仅是空间上的概念，也可以在时间上做文章。将
城乡区域内诸多红色资源按照时间、事件进行排序，串联起中国共产党的
斗争和发展历史，有助于参观者更清晰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深化对党的
性质宗旨认识。红色资源较多的地区，可以按照革命的不同阶段时期进行主
题分类，每种类别兼顾代表性红色地标和小型红色资源，组织党员干部以时
间为序参观学习。红色资源既包含战火纷飞年代的历史遗存，也包含革命先
辈、英模人物的感人事迹，更包含催人奋进的精神能量。按时间串联红色
资源，要兼顾实物遗存与精神宣讲，将两者有机结合，让党史学习教育更
加全面立体、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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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宏伟）省文
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4月22日公
布《江苏省革命文物名录（第一
批）》，其中不可移动文物447处，可
移动文物8759件/套。

这些革命文物见证了自1840
年以来江苏大地上波澜壮阔的革命
历史，展示了江苏红色文化资源的
丰富谱系，彰显了周恩来精神、雨花
英烈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和淮海
战役精神等最具江苏特色的4种革
命精神。其中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大
量见证中国革命史的遗址和纪念
地，既有周恩来故居、瞿秋白故居等
名人故居，也有中山陵、雨花台烈士
陵园、新四军盐阜区抗日阵亡将士
纪念塔等革命先驱者、革命先烈的

安葬地和陵园，还有新四军重建军
部旧址、人民海军诞生地旧址这样
的重大事件发生地。

可移动文物中同样有大量珍贵
的历史见证物，如1912年孙中山遗
墨“奋斗”，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马
歇尔送给周恩来的公文包，1945年
美国城堡影片公司发行的第二次世
界大战日本投降实况影片《Ja-
pan's Surrender》（《日本投降实
况》），渡江战役使用船只“京电号”
小火轮及船用工具、二十世纪初邓
中夏烈士上小学时的抄写本，淮海
战役中山东泗水县担运团模范车子
连民工范德文、范振德支前时运军
粮的独轮车，1955年钟期光上将授
衔时穿的礼服等。

我省公布首批革命文物名录
不可移动文物447处，可移动文物8759件/套

时论

视频 张琦 王悦谋
滕升智 赵宇

剪辑 刘畅方达

22日，由江苏军地联合开展的“百名战将忆党史”大型全媒体新闻行动在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正式启动。周正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