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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汪滢 通讯员 江萱

《新四军军歌》中有这样一句歌
词：“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
军！”东进，既是新四军的战略任务，
也是新四军的抗敌之路、发展之路
和胜利之路。

在扬州市江都区郭村镇塘头
村，有一处青砖黛瓦、坡顶风墙的老
式建筑，因其两栋楼造型相同中有
连接、形似孪生姊妹携手而立，故当
地人称之为“于氏姊妹楼”。80多年
前，这里作为新四军抗日和大军东
进时的领导机关驻地，陈毅、粟裕、
叶飞在此运筹帷幄，创造性提出“击
敌、联李、孤韩”工作方针，为新四军
北上东进成功扫清了障碍。

郭村与泰州一田之隔，被称为
扬州的“东大门”。当年这一带日、
伪、顽三派各占一隅，情势错综复
杂。为打破日伪顽的分割和包围，
新四军挺进纵队渡江至江都，扫日
寇、击顽敌。其中被称为“东进序
曲”的郭村保卫战，就发生在1940
年 6月 27日。国民党顽固派纠集
13个团的兵力，对郭村四面包围、
轮番进攻。在八天七夜的战斗中，

新四军在地方党组织和郭村人民
的全力支持下，以2000多人的兵力
顽强抗击2万多人的围攻，最终以
弱胜强。

1940年 7月7日，江都县第一
届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惠浴宇
被选为第一任县长。如今的新四

军苏北指挥部纪念馆，也是苏北地
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旧址
所在地。塘头知名士绅于仲吕不
仅将“于氏姊妹楼”提供给县政府
办公，还将家藏的一把勃朗宁手枪
赠送给惠浴宇，并说服众多乡绅集
中步枪多支、子弹两大箩筐支援新

四军。塘头、郭村、麻村、七里等地
的 1000多名青年纷纷报名参军。
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推行
土地革命，开展减租减息工作，严
惩汉奸恶霸，密切了党群关系、加
深了军民感情。其建设规模、组织
配置、人员安排、工作性质等方面
定位，为后来苏中苏北抗日民主政
权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可借
鉴的形式。

2019年江都区出台老区发展
规划，对郭村进行精准帮扶，在不断
夯实老区产业基础的同时，积极打
造红色文化传承区。今年6月 29
日，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纪念馆内，
一个专题性展馆——新四军统战纪
念馆正式开馆。陈毅曾多次来到

“三桥两荡”地区开展统战工作，“三
进泰州城”的故事更是流传至今。
该馆通过图片、实物、文字、浮雕形
象，展示烽火连天战斗岁月中老一
辈革命家的统战艺术，进一步挖掘
红色旅游资源。“郭村在区位上虽然
是江都偏远乡镇，但不能成为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边缘镇’。”“十四五”
开局之年，郭村镇党委书记张进这
样说道。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纪念馆：

在“东进序曲”的凯歌中再踏征程

□ 本报记者 李仲勋
通讯员 陈悦勤

7月10日，由15个本地家庭组
成的红色研学团早早来到苏州烈士
陵园纪念碑前。孩子们胸前佩戴着
鲜艳的红领巾，面向纪念碑整齐列
队，深深鞠躬致敬。

作为江苏省党史教育基地，江
苏省、苏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苏
州烈士陵园已成为传承红色精神的
重要载体。陵园始建于1956年 4
月，安葬着258位烈士的遗骸以及
52位烈士的骨灰。“他们有的是苏州
籍贯，有的是为苏州解放发展而壮
烈牺牲，他们的事迹鼓舞着一代又
一代人在精神洗礼中砥砺前行，人
民将永远铭记。”苏州市烈士陵园管
理处副主任沈洁说。

烈士事迹陈列馆内，展出自中
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苏州的革命历史
和不同时期牺牲的86位革命烈士
事迹。一幅幅珍贵的照片、文物，让
来者与先辈们隔空对话。

“处处去找光明而快乐的路，运
用自由自主的权威，将旧社会的一

切伪道法都打破它！”在陈列馆中，
沈洁向记者展示了烈士朱杏南在英
勇赴义前写下的遗书，字里行间，透
着令人震撼的决绝与执着。

朱杏南出生于富裕之家，名下

不仅有田产200多亩，还开办了酒
坊、酒店，生意颇为红火，本可以过
富足生活的他，却毅然走上了革命
的道路。1929年春，朱杏南调至吴
县担任县委书记，为了筹措活动经

费，他不惜变卖家产。在不幸被捕
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坚
守初心，于1931年5月19日在南京
雨花台壮烈牺牲。

在朱杏南事迹展板不远处，一
座场景雕塑引人注目——吴江女烈
士张应春神情坚定地站在中央，与
柳亚子、侯绍裘热烈讨论如何以刊
物为阵地宣传进步思想、开展对敌
斗争。张应春怀着舍家为国的精神
斗志，义无反顾走上革命道路。她
创办了《吴江妇女》等革命刊物，号
召妇女反抗旧社会的剥削压迫、推
翻旧礼教。1927年4月11日，张应
春在南京参加秘密会议时，与侯绍
裘等十位共产党人在“四一〇”反革
命事件中被捕，为革命付出了生命，
时年26岁。

回望苏州烈士陵园，中轴线上
伫立着的27米高纪念碑上，镌刻着
陈毅元帅的题词“为人民事业而牺
牲是最光荣的”。先烈精神令人肃
然起敬，这样的精神，或许就是苏
州从一座江南古城一路高歌猛进、
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现代化强市的
内在动力。

苏州烈士陵园：

在先烈精神的洗礼中砥砺前行

本报讯（仲崇山 郁芬 李晞 陈
晓颖）根据省委统一安排，连日来，省
委宣讲团走进省卫健委、省委老干部
局、省国资委宣讲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

7月19日上午，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系列专题
宣讲报告会离退休干部专场在宁举
行。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党校党史
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周延胜作宣
讲报告。

周延胜以“百年大党再出发 接续
奋斗谱新篇”为题，从“勿忘昨天的苦
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
明天的伟大梦想”三个方面深刻阐述
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重
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
求，对讲话中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大
思想、重大观点、重大论断进行了深入
系统的讲解。

老同志们表示，要坚决响应习近
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号召，认真学习
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
斗，继续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光发热、再
立新功。省人社厅考试中心原副主
任、离退休干部第二党支部书记沈小
健说，作为一个已经退休的党员，新的
征程上将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牢

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
宗旨，做好离退休支部的有关工作，团
结带领老同志，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省高级人民
法院研究室原副主任、离退休干部党
总支部委员鲍晓华说，要从伟大建党
精神中汲取力量，不断锤炼自己的思
想和理想信念，坚定永远跟党走的信
心和决心，永远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为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余热。

9月17日上午，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原主任董连
翔教授走进省卫健委作宣讲报告，深
刻阐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的背景与意义及深刻的精神与内涵，
对讲话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
论断进行了系统讲解，还就践行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奋力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现代化篇
章进行了深入辅导。

董连翔提出，“强富美高”新江苏
建设首先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共产党的
历史、共和国的历史、改革开放史和
社会主义建设史，始终高举党的旗
帜，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坚决贯彻落实江苏省委十三届
十次全会坚持“六个率先走在前列”

的具体要求。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努力成为江苏“争当表率、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的引领者、实践者，提高江
苏全省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在讲好江
苏共产党故事的基础上继续做好江
苏共产党的事情，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报告在卫健委机关引起热烈反
响。省卫健委基层处处长姜仑表示，
听完报告会，他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
宗旨、性质的认识。姜仑表示，基层处
将结合“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继续切
实推进医疗卫生领域工作，筑牢基层
卫生战线，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撑，在新的
赶考路上继续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的
光荣。

9月23日，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
党史工办一级巡视员万建清走进省国
资委作宣讲报告，各省属企业在各分
会场同步线上观看。

报告会上，万建清以《新赶考路上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宣言》为题，围绕
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庄严宣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历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创
造的“四个伟大成就”和向世界作出的

“四个庄严宣告”、伟大建党精神以及

“九个必须”的历史经验和根本要求等
六个方面，深入解读讲话提出的一系
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意义、伟大建党
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和使命任务等
内容进行了系统解读。

宣讲会在各省属企业反响热
烈。大家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
力书写“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现
代化篇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宣言，是我们
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的行动指南。”江苏交控党委副书记
马腾飞表示，将带头学深悟透，向史
而新，在建设“交通强国”先行示范
区，打造国际影响、国内领先的万亿
综合交通产业集团和世界一流企业
进程中彰显新担当、展现新作为。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技能大师、徐矿集
团职工夏伯党表示，在新征程上，将
坚决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为动力，传承好伟
大的建党精神，把小我融入大我，充
分发挥技术优势，带头践行“两在两
同”建新功、“三带三为”当先锋行动，
加大技术难题攻关，培养造就更多的
行家里手、技术“大拿”。

省委宣讲团宣讲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新征程上再发力

寻访江苏红色地名

本报讯（徐超 徐书影）9月13日
夜，受台风“灿都”影响，如东县掘港街道
10千伏浦东线25号杆处引流线断落。
接到报修电话后，如东供电公司退役军
人共产党员服务队迅速赶到现场，经过
1个多小时冒雨紧急抢修，成功恢复了
供电。

党史学习教育中，如东供电公司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检验党

员初心使命的试金石，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把“幸福电”送到千家万户。公
司总经理周建勇介绍，针对小区供电问
题，已完成5个小区用电改造，升级低压
线路10.929公里，惠及居民1364户；聚
焦惠民工程，为1593户困难家庭办理电
费优惠业务；在投运19个公交充电桩的
基础上，再推进建设28个充电桩，努力
实现绿色出行覆盖城镇乡居。

如东：“幸福电”送到千家万户

本报讯（刘慧洋 易敏 黄楚钰）连
云港市连云区板桥街道党员志愿者9月
13日来到板桥小学，为小学生们带去
《“塑”说党史》生动课程，并一起动手学
习制作面塑“党旗”，通过非遗面塑展示
党史故事。开学以来，连云区将青少年
学党史融入中小学课后服务，55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基层所站将精心设计的文体
课程及实践活动送进校园。

“登上连岛菠萝山顶，一面是壮阔的大
海，一面是小平爷爷的雕像。”上周，在墟沟

小学“红色征程·少年起步”主题分享会上，
二年级学生李易萱手拿“红色护照”，生动
地描述打卡“邓小平和人民在一起”群雕公
园时的感受。“连云区红色资源丰富，引导
在校学生自愿申领‘红色护照’，自主打卡
本地‘云台山抗日石刻’等红色基地实境课
堂，并以‘课外游学+课后分享’的形式，促
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效衔接，积极助
推‘双减’政策落地，吸引更多青少年关注、
了解红色文化，真正实现学有所感、学有所
思。”墟沟小学校长武建军说。

连云区青少年学党史融入课后活动
“双减”后孩子自主打卡“红色地标”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吴琼 洪叶）9月23
日，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主场活
动的重要项目之一——“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宣讲活动在徐州新沂市棋盘
镇郑梁村小杨庄文化礼堂举办。省委农
办和南京市、无锡市、徐州市、南通市、镇
江市党委农办推荐的8名优秀宣讲员以
亲身经历为蓝本，现场宣讲“三农”故事。

活动现场，优秀宣讲员们与农民朋友
交流了“致富经”与“奋斗史”。徐州新沂
市的陈雨、韩旭讲述了新沂市统筹实施脱
贫致富奔小康工程，提前一年完成建档立
卡人口脱贫、省定经济薄弱村全部脱贫目
标的喜人故事；无锡市锡山区先锋家庭农
场场长于永军讲述了成立全省首个工商
登记的家庭农场，带动村民致富，被授予

“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的幸福故事；
南通海安市品建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姜小亮讲述了自己从军人到村支书，以
党建为引领，创新推出“初心号”红色列车
党建项目，将品建村打造成为海安市“乡
村振兴示范村”的拼搏故事……

按照省委农办组织开展“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宣讲活动的有关要求，今
年全省各地各部门以“三农”战线典型模
范、基层工作者、退伍军人和返乡创业者
为主体，共推荐宣讲员4790人，围绕“话
难忘瞬间、献真诚祝福、学典型模范、晒
幸福生活、谈振兴梦想”，在各地田间地
头和各类小广场、小舞台、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农职院校等基层一线，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现场宣讲活动，并通
过小视频录制等方式，开展新媒体线上
宣讲，扩大活动覆盖范围。目前各地已
举办相关宣讲活动（含线上）超过1万场
次，参加群众超90万人次。

讲述“三农”故事 交流致富经验
省委农办举办“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活动

▶上接1版 在金坛渔业科技示范
基地和金坛数字化渔场，区水产业党支
部党员一人认领一片责任区、领衔一个
科技项目。由陈文彬等15名支部党员
和上海海洋大学教授吴旭干领衔实施的

“长荡湖1号”河蟹新品系选育“渐入佳
境”，技术团队围绕目标性状筛选、家系
构建、生长优势评估等开展选育研究和
试验。“支部党员白天完成日常工作后，
晚上到两个基地值班巡塘，没有一分钱
补贴，但大家从无怨言。”陈文彬说。如
今，“长荡湖1号”河蟹新品种已走出实
验室，不仅在全区得到加快推广，还成为
浙江长兴、山东东营等河蟹主产区引进

优势品种的“香饽饽”。
讲给农民听、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

干、帮着农民富。金坛蟹农如今已习惯了
“带上板凳听课去”。区水产业党支部创
新开展“民师出高徒”主题活动，把“塘口
大学堂”主阵地从基地搬到河蟹养殖塘口
一线，“土秀才”现场“传经送宝”，党员干
部同“民师”一起传帮带，让周边养殖户一
看就服、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今年以来，支部党员已在8个镇（街道）的
16个河蟹养殖片区对200余养殖户开展
现场指导，辐射带动周边近千养殖户。今
年金坛区河蟹养殖平均亩产将达320斤，
预计总产量同比增长15%以上。

金坛“塘口大学堂”擦亮党建品牌

▶上接1版 恒力（长三角）国际新材料产
业基地近日正式开工，总投资200亿元，
建设年产100万吨聚酯薄膜等项目，全面
运营后预计实现销售收入500亿元。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龙头企业
发挥“以大带小”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成为区域经济抗
风险、稳增长的“压舱石”。“龙头企业、优
质民营企业为江苏省‘稳增长’‘保就业’
作出了积极贡献。”省工信厅转型升级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疫情冲击，全省上
规模企业在物资生产供应、物流运输保
障、带动企业复工复产、畅通国内经济循
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上榜
企业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中南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纳税额超100亿元，另据权威
数据统计，在江苏省内排名前200强的
民营企业，2020年度员工总数达331.57
万人，73家企业员工数超1万人，其中5
家企业员工数超10万人。

江苏43家企业上榜2021中国企业500强

本报讯（记者 范玉贤）常州经开
区戚墅堰街道花苑社区88岁的蒋敏青
一直独居，每回网格员上门走访，她总要
拉着网格员聊上好久。“我每周都要上门
看望蒋奶奶，但没办法做到无微不至，自
从有了智能水表，只要用水超过0.01立
方米，我就知道奶奶在家好着呢。”网格
员李东鸣说。

戚墅堰街道常住人口5.2万，其中60
周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2万，80周岁以上
独居空巢老人305人。今年，常州经开
区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贯穿党史学习教
育，试点为80周岁以上独居空巢老人住
所免费安装智能水表。智能水表可以及
时收集到用户家里用水量的变化情况，

如果12小时内智能水表读数低于0.01
立方米，就会立即启动预警报警系统。
掌上APP和街道指挥中心一体化平台的

“智慧物联”及时获取报警信息，第一时
间向老人对应的网格员“派单”。网格员
通过电话联系、上门核实等方式了解空
巢老人现状，配合民警及时处置并反馈
平台，构建预警信息处置“全闭环”。

除依托“智能水表+大数据”动态掌握
老人情况外，戚墅堰街道还将为老人配齐
56套智能门磁和智能烟感报警系统，推广

“智慧单元”建设。依托智能设备，配合网
格员每周电话、上门关爱，加上党员志愿
者的结对帮扶和热心居民的邻里守望志
愿服务，“三维守护”全方位关爱老人。

高龄独居老人用上智能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