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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佳乐

泰州市海陵区迎春西路115号，是泰州
市烈士陵园所在地。

“烈士陵园始建于1951年，历经数次改
扩建。”泰州市烈士陵园主任钱建国介绍，陵
园早先名为“江苏省泰州专区革命烈士祠”，
原址分散在泰山公园和西门桥两处。泰州
市成立后，更名为“泰州市革命烈士纪念
馆”。2004年，烈士陵园从泰山公园搬迁至
现址，此后经改扩建，于 2011 年初对外开
放。其间，在2010年增挂“泰州市革命历史
纪念馆”牌子。2015年，这里正式更名为“泰
州市烈士陵园”。

青山埋忠骨，松柏映英魂。占地 60 多
亩的泰州市烈士陵园内遍植苍松翠柏，这里
存有 10432 名烈士名录，涉及现在的南京
市、南通市、盐城市部分地区和扬州市、泰州
市的全部县市区。改扩建后的烈士陵园，建
有塔区、馆区和墓区。其中，纪念塔广场占
地 3200 平方米，由陈毅元帅题词的革命烈
士纪念塔高36米，庄严矗立在广场中央，代
表着英烈们不朽的革命精神。革命烈士及
革命历史陈列馆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以
历史图片、文献、实物为基础，综合运用多种
现代化手段，生动讲述发生在泰州大地上的
重要历史事件和英烈们的英雄事迹。

泰州是一座拥有红色基因的英雄之城，
诞生了扬泰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江
浙区泰兴独立支部，泰州地区第一位共产党

员沈毅在这里播下红色火种。沈毅出身贫
民家庭，少年时便因生活困窘辍学前往上海
当童工。他在上海参加工人运动，接受了共
产主义思想启蒙。1923 年，沈毅南下广东
寻求革命真理，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初，他受党的委派回到家乡泰州开展革命
工作。沈毅发展进步塾师和农民积极分子
十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江浙区泰
兴独立支部，先后组织发动了“七·二”围城
斗争和“五·一”农民暴动，后因暴动失败遭
到逮捕。国民党反动派对他许以高官厚禄
妄图收买，沈毅严词拒绝，于 1926 年 6 月在
泰州大校场就义，牺牲时年仅 28 岁。泰州
市烈士陵园墓区内，建有一座独立的沈毅烈
士墓。

2019年，为更好地纪念5位牺牲在泰州
地区的全国著名抗日英烈陈中柱、徐克强、
严昌荣、朱廉贻、阮朝兴，陵园内新建“著名
抗日英烈纪念园”，园中烈士铜像均与真人
同比例，形象逼真，以“一人一景一故事”再
现了抗日英烈顽强战斗、壮烈牺牲的场景。

“铭记历史、褒扬烈士、继承传统、教育
后人。”钱建国表示，这是泰州市烈士陵园承
担的历史责任，也是他们长久以来的工作宗
旨。除了每年常态化做好各类祭扫服务，承
办 9 月 30 日公祭烈士活动之外，泰州市烈
士陵园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常年开展红色
故事宣讲活动，与当地高校、社会组织等联
动，走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校园，宣讲
英烈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泰州市烈士陵园：

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陆军上天，飞行20多小时就入朝参战

解放军最初一批飞行员大多是“陆军空战
队”——在陆军中选拔综合素质好的指战员接
受飞行训练，从陆战转行打空战。宋国卿就是
如此。

1948 年，18 岁的宋国卿参加王震领导的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2军，随部队一路向西，解
放陕甘宁、进军大西北，先后参加了西北、扶眉、
兰州、宁夏战役，迎来了新疆和平解放。

当时，新疆以农牧业为主体，人民生活贫苦
不堪。1950 年 1 月，为巩固边防，减轻当地政
府和各族人民的经济负担，驻新疆的解放军将
主要力量投入到生产建设之中，这就是后来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起源。“我们要自给自足，创
造第二个南泥湾。”宋国卿回忆，为赶上春耕不
误农时，部队急行军近 2000 公里赶到南疆喀
什，开荒改造盐碱地。

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宋国卿和战友们一面
防备国民党军残余势力，一面屯垦。“中午在地
里吃饭，从早到晚一天十几个小时就是低头开
荒。不少城里兵和身体不太好的同志，一天忙
下来就手起泡，低头就流鼻血。”宋老回忆，那时
虽然艰苦，大家却很乐观，还开展大生产比赛，
每天都要比谁开荒面积大。

一头和平屯垦，一头战火又燃。1950 年
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与有绝对空中优势的
强敌作战，我军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空军，于是
在全军选拔飞行学员。开荒半年的宋国卿也在
体检合格后“陆军上天”，赶赴位于济南的空军
第五航空学校接受飞行训练。

这时，前线来不及等待按部就班培养飞行
员，许多战友匆匆学习必备科目后就赶赴战场
驾机升空，与飞行小时数以千计的敌军飞行员
作战。宋国卿进入航校时，正逢前一期学员被
抽调 10 多人提前入朝。入伍前才上初二的宋
国卿因此递补，跳过一年预科直接学习飞行。

“学校淘汰率大概百分之二三十，我怕跟不
上，就向教员和老同志学习请教航空理论基本
知识。将近两年，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用在这
上面。”刻苦学习发挥了作用，宋国卿第一次放
单飞很顺利，甚至新手飞行员普遍觉得困难的
着陆也没出问题。

1952年初，宋国卿被分配到新编成的空17师
51团，与一个苏联空军歼击机师“一对一”换装米
格-15战斗机。这时宋国卿才飞上了高级教练
机，跟着苏联教官学习了筯斗、横滚、俯冲等基本空
战动作，编队技术只学到8机编队。“这一套科目学
下来才练习飞了20多小时，1952年4月份就入朝
参加轮战了，四种气象条件下作战都没学全。”

空 17 师装备的米格-15 基本型战斗机在
此时的朝鲜战场已经落后，因此主要担负保护
鸭绿江大桥和小丰满水电站的任务。此时，朝
鲜战争也接近尾声正在停战谈判。“这时空战机
会很少了，我也出动过几次，但没跟美军交上
手。”谈及没能打上敌人，宋国卿非常遗憾。不
过很快，他就将在东南沿海与敌过招。

临机决断，象山湾上空首开纪录

1953 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空 17 师被调
入海军，成为最早一批海军航空兵部队。“所以
我很荣幸，陆海空的军服我都穿过。”宋老自豪
地说。

抗美援朝期间，国民党军依托浙江、福建沿
海岛屿积极准备，伺机反攻大陆。在浙东沿海，
国民党军凭借其暂时的海空优势，对我浙东沿
海地区进行侦察袭扰，经常派飞机袭击我军军
舰，破坏渔业生产和商船航运，妄图阻挠我军解
放浙东沿海岛屿。1954年初，为打破敌空中优
势，逐步夺取制空权，经总参谋部批准，海军命
令海军航空兵第 6 团进驻宁波机场，宋国卿此
时是该团第3大队副大队长。

1954年5月15日，华东军区在东矶列岛发
动登陆作战，为解放一江山岛、大陈诸岛作准
备。当天，敌两架P-51“野马”式战斗机经大陈
岛前来侦察。为粉碎其侦察活动，并保证我登
陆作战的隐蔽性和突然性，上级决定飞过复杂
气象条件的宋国卿带领只飞过简单气象条件的
常化臣，起飞拦截敌机。

“到达指定空域后没发现敌人。地面雷达
性能不太好，受山区地形影响较大，敌人又飞得
很低，时常进入雷达盲区，跟踪时断时续。”这时
正是舟山渔场收获的时候，海面有几万条渔船，
从上面俯瞰渔船和飞机大小差不多。经反复搜
索，宋国卿还是没发现敌人，眼看航油不多，只
能边索敌边返航。

“接近机场50公里处，地面引导传话说，估
计敌机进入了象山湾盲区，我听到后就向盲区
飞。也赶巧了，敌人两架飞机正对我俩飞过来，
比我低一些。”由于敌我对头飞行，相对速度很
大，战机稍纵即逝，宋国卿顾不上地面要求返航
的命令，立即展开攻击。“我一看飞机油量还有
800 升，空战就四五分钟，回到机场还可以，我
就一边报告‘我发现敌机’，一边投入战斗，同时
我又叫僚机投掉副油箱，立即飞升反扣，俯冲追
打敌机。”

“在之前的 3 月 18 日，1 大队打下两架飞
机，5 月 11 日，2 大队打下一架飞机。那时候
政委老说人家 1 大队 2 大队都打下飞机，要看
咱们的了，我更不能叫敌人跑掉了。”宋老笑着
用手模拟这次空中格斗，“我打他时，敌人就盘
旋躲避我的射击，第一次我没怎么瞄准，开了
两炮吓唬吓唬他；第二次我又爬升上去，要打
他的时候，他还是在盘旋使我不能很好地瞄
准，而且我在上升的时候还向我开火，曳光弹
看得清清楚楚。”

此前 5 月 11 日空战中，宋国卿与战友保锡
明双机截击敌双机编队时，虽然保锡明击落敌
长机，却被敌僚机迎头击中两弹，其中一发穿透
座舱击伤保锡明臀部，并使座舱起火。由于烟
大看不清仪表，保锡明抛掉座舱盖准备跳伞，烟
气被涌进来的大风吹散了。发现飞机还能操
作，保锡明强忍剧痛，飞行 20 多分钟安全返
回。事后总结，这次战斗教训是没有完全发挥

我机速度优势，僚机也没有掩护好长机。
吸取此战教训，宋国卿始终保持对敌速度

压制，反复攻击将一架敌机击落。常化臣虽是
初次参战，却沉着顽强，始终占据有利的掩护位
置，两次驱逐企图偷袭长机之敌。“我们比较机
动灵活，临机处置得当，能够保持双机互相配
合。”宋国卿回忆说。

3：0，夺取一江山岛制空权

1954 年 5 月 18 日、19 日是此次争夺制空
权作战的高潮。宋国卿连续两次与战友升空作
战，予敌以沉重打击。

5 月 19 日是蒋介石举行所谓“连任总统大
典”的前一天，国民党空军又利用复杂气象条
件搞偷袭，妄图为“大典”添彩。当日，宁波下
小雨，由于气象条件不好，担负战斗值班的都
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飞行员。当雷达发现
大陈岛东南有敌8架F-47型战机进犯后，后来
的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王万林和宋国卿与
战友宗德峰和尹宗茂两对双机连续起飞，拦截
第一批4架敌机。

敌机为发挥活塞螺旋桨战机优势，一般采
取低空飞行。王万林、宋国卿双机到达头门山
上空后，宋国卿首先发现左下方有敌机，“这次
是同向飞行，我估计敌人是没有发现我们。因
为离得很近，我看要是等报告以后再采取动作
恐怕来不及打，我就一边报告长机前面发现 4
架飞机，一边就投掉副油箱、减速扩大距离，瞄
准了三炮齐发，一下就打掉了一架。”

这 4 架敌机是战斗轰炸机，挂着炸弹前来
袭扰。看到同伴被击落，其他 3 机马上扔掉炸
弹分散低空逃跑。宋国卿这样总结敌机惯用战
术：“他们油多、低空性能好，特别是转弯半径
小、盘旋性能好、机动灵活，遇到我们就超低空
飞行。你攻击，他就盘旋，有军舰时向他军舰方
向跑，用军舰的防空炮火来掩护；如果离岛屿近
就往岛屿跑，没有岛屿就往深海方向低空飞。”

这时，宋国卿的长机王万林一边抓住一架
敌机攻击，一边呼叫另一我机编队赶来。宗德
峰、尹宗茂双机赶到后即进入攻击，宗德峰因速
度过大冲到敌机前面，尹宗茂见状主动接敌占
位，三炮齐发将敌机击落。王万林也在两次攻
击后击落一架敌机。最后一架敌机试图逃往敌
舰上空寻求高炮掩护，宋国卿追上去攻击两次，
返航后判读照相枪拍摄的胶卷，这次攻击将敌
机击伤。敌机受重伤后，返航台湾途中坠海。

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全程用望远镜观看
此战，目睹我战机漂亮地以 3：0 获胜。“从这次
以后，敌人基本上不敢出来。夺取制空权后，
1955年1月18日实施登陆一江山岛，没有受到
敌人空中威胁。”一江山岛战役期间，宋国卿不
仅执行了夺取制空权任务，还护航轰炸机轰炸
一江山岛、目视侦察评估轰炸效果，并在登陆战
斗中担任空中掩护，基本参加了我军首次陆海
空三军协同作战的全过程。解放一江山岛也迫
使大陈岛等岛的国民党军队撤逃台湾，浙东沿
海岛屿至此全部解放。

空中格斗，他击落两架敌机
——专访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首批飞行员宋国卿

□ 本报记者 俞圣彤

古城如皋市中心东南角，中国工农红军
第十四军纪念馆端庄、肃穆地矗立在红十四
军公园内，立面造型犹如一面旗帜，猎猎飘
扬，入口处巨大的红色五角星熠熠生辉。

红十四军纪念馆于 2009 年 4 月开工建
设，由曾经在红十四军英勇战斗过的张爱萍
将军题写馆名。纪念馆占地6.3亩，内设8个
展厅，各个展厅模拟复原重要革命遗址20多
处，展出图片1300余幅、实物资料700余件、
声光电场景 5 处、雕塑 23 处，生动展现了红
十四军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革命历程。

纪念馆序厅为大型红十四军将士群雕，
两侧分别陈列着张爱萍、李维汉、刘瑞龙、黄
火青等人纪念红十四军的题词。纪念馆尾
厅一面为 305 位英烈头像照片组成的追思
墙，一面为记述729位烈士的英名录。

起义农民使用过的棍子、大刀和铁叉，红
军使用过的木炮，红十四军军长何昆用过的
行军床⋯⋯展馆内陈列的物件，再现了那个
风雨如磐的战争年代，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的武装——中国工农
红军第十四军1930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
成立后，在通海如泰地区掀起江海浪涛。

这是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统治心脏地
区江苏境内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也是江苏
境内唯一列入中央红军序列的正规军。在
中共通海特委的领导下，红十四军驰骋苏中
8 县，历经大小战斗近百次，发动群众打土
豪、分田地，在全省率先建立县、乡苏维埃政

权，开展革命游击战争，中心根据地约 120
平方公里，形成了以如皋为中心的通海如泰
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全国 15 块
红军游击区之一。

红十四军撼天动地的斗争在江海大地
撒下革命火种，威名远扬，尽管在与国民党
反动派英勇斗争仅7个月后，红十四军终因
敌我力量悬殊而被打散，但其在国民党反动
统治中心燃起的革命烈火，使反动派受到震
慑，使人民群众倍感振奋和鼓舞，为之后抗
日战争时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新四
军东进和实现苏中七战七捷打下坚实基础，
为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守好、用好红十四军纪念馆这一红色
资源，可以激发更多人的爱国之情、报国之
志，也是对烈士们最好的祭奠。”纪念馆馆长
夏勇介绍，通过刊登“雉水红韵”专版、推出
红色藏品图片展、邀请革命烈士后代和相关
红十四军历史专家进行座谈、举办红色经典
故事进社区等活动，将红十四军纪念馆打造
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红色宣传阵地。目前，红
十四军纪念馆已成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省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学习实践基地，开馆以来已接待全
国各地参观者600万人次。

有一种情怀，历经时代风雨，更加浓厚；
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长空，期冀薪火相
传。永不褪色的红十四军精神，犹如一把熊
熊燃烧的火炬，引领着145万如皋儿女砥砺
前行。围绕高质量建设长江以北最强县市
的目标，如皋正步履铿锵，阔步前进。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纪念馆：

红星闪耀，江海大地播撒革命火种

寻访江苏红色地名

赵宇

摄

(受访单位供图)

(受访单位供图)

从进军新疆垦荒戍边到东南沿海空战歼
敌，原海军学院战术教研室正师职主任宋国卿
作为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首批飞行员，在陆地和
空中都与国民党军交过手。近日，记者到江苏
省军区南京第五离职干部休养所专访91岁高
龄的宋老，听他讲述在我军首次海陆空协同作
战中击落两架敌机的空战故事。

□ 本报记者 陈月飞

▶上接 1 版 帮助 143 万名职工稳岗提技，惠及
企业 10.9 万家。调查显示，企业对职业培训补
贴政策的满意度达到98.6%。

一些改革举措，列明推进时间表。这些“小
目标”要在今年年底前达成：优化办电服务，全
面实现普通低压居民用户和低压小微企业用户
用电报装“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低压非居
民、高压单电源用户办电各环节合计办理时间
分别压减至 5 个、15 个工作日以内；推进异地
就医报销，80%以上的县（市、区）至少有1家普
通门诊费用跨省联网医疗机构，各统筹地区基
本实现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实现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办理、异地就医登记备案和结
算、社保卡申领、户口迁移等 74 项政务服务事
项“跨省通办”⋯⋯

徐光辉认为，“‘放管服’26 条”涉及面广、
系统性强，特点非常鲜明——促改革稳增长、惠
民生保稳定、强监管优服务。

啃下“硬骨头”，推动好政策落地落实

落实“‘放管服’26 条”，要坚持统筹兼顾、
问题导向与放管并重。

省发改委副主任张世祥表示，省发改委将继
续注重发挥投资的“压舱石”作用、降本的“减负
担”作用、政策的“组合拳”作用、评价的“指挥棒”
作用、法治的“固根本”作用，确保省发改委负责的
工作任务落地见效。省商务厅副厅长朱益民介
绍，该厅聚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外资“促增
量、稳存量、提质量”；聚焦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推
动外贸“稳增长、提效益、增后劲”；聚焦开放平台
创新，推动载体“促改革、探新路、作示范”。

“在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当中，最引人关注
的是开办和注销，也就是‘进口’和‘出口’。我
们把‘优化进口’和‘畅通出口’作为工作重点，
持续深化改革。”省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徐永
康说。目前，我省企业开办平均用时已压缩至
1.51天，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在此基础上，我
省还将加快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改革，在自贸
试验区全面推广商事登记确认制改革，进一步
优化“进口”。与此同时，扩大简易注销适用范
围，开展经营异常企业强制退出试点，并针对市
场主体退出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出台解决方案。

对于兜牢兜好民生底线，省民政厅副厅长
戚锡生介绍：“下一步，我们将把认定出的低保

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及时录入社会救
助信息系统，加上已有的低保对象和特困供养
人员数据等信息，形成我省低收入人口数据库；
并以低收入人口数据库为基础，建立低收入人
口动态监测平台。”

如何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创业难点堵点，啃
下“硬骨头”？省政务办副主任李晓雷说，作为
全省政务服务管理部门，省政务办将从以下方
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赋能自贸试验区高
质量发展力度，既推动赋予自贸试验区的 303
项和联创区的14项省级管理事项落地落实，也
适时评估评价省级管理事项赋权运行情况及效
果；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与省级相
关部门合力打造 5 个精品“一件事”、推出 8 个
省定标准“一件事”、鼓励地方探索“一件事”；进
一步深化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建立省级层面的
政务数据共享议事协调机制，建设省政务中台；
推进跨部门监管改革，进一步完善“互联网+综
合监管”系统功能，优化跨部门现场监管方式、
探索跨部门远程监管模式、夯实跨部门综合监
管基础、整合跨部门监管力量资源，推动监管更
加精准有效。

市场活力再激发 护航经济保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