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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月飞

今年9月30日，是我国第八个烈
士纪念日。秋日暖阳下，战火已远，但
烈士们的功勋永世长存。近4个月来，
记者先后专访30多位在苏老革命，在
这些年逾九旬老人的追忆中，一场场惨
烈战斗气壮山河，一桩桩英勇事迹让人
肃然起敬，一张张亲切面孔依然年轻甚
至稚嫩。

蹈死不顾，指战员“争着
去牺牲”

民政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
计，近代以来约有 2000 万名烈士牺
牲。这些烈士中，有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牺牲的 18万余位志愿军指战员。
69年前，原南京军区政委方祖岐上将
才 17岁，他在电报中“认识”了许多
日后出现在党史、国史、军史中的烈
士姓名。

在朝鲜新幕苍阳洞，机要译电员
方祖岐担负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对志
愿军司令部的密码通信任务。在这个
位置要接收大量信息，特别是志愿军
司令部每日下发给指挥员的“战况简
报”，朝鲜战场的几乎一切重要军事行
动，都会出现在他翻译的电报中。
1952年 10月，“上甘岭”频繁出现在
方祖岐经手的电报里。这个月的12
日、14日、20日，他陆续收到 3封电
报，第一时间读到了邱少云、孙占元、
黄继光等英烈牺牲经过。“译出这些电
报时，我的手都是颤抖的。”方祖岐告
诉记者，每天的战况简报中，对他触动
最大的是一线指战员写下血书、决心
书、请战书，争当突击排、敢死队，“他
们是争着去牺牲！”

解放战争南麻、临朐战役中，江西
省吉安军分区原政治部副主任宋毅当
时是迫击炮连指导员，亲眼目睹一个
又一个步兵连队前赴后继，再也没有
回来。他所在的炮连处于战线后方，
也伤亡到只剩30多人。说到这里，宋
老失声痛哭：“同志们牺牲很大，胜利
来之不易啊！”

身边战友“一茬茬换”，这对基层指
挥员来说，是种痛苦经历。解放战争
中，原28军副政委李剑锋下到华中野
战军9纵77团当连队政治指导员。该
连刚在安徽泗州血战一场，120人伤亡
到只剩18人。经过整补，连队恢复到
120多人。1946年中秋前，国民党五
大主力之一整编74师入侵解放区，李
剑锋所在连奉命在泗阳西的大堤上坚
守三天三夜，又有40多人牺牲、20多
人受伤。接着保卫两淮，77团奉命坚
守涟水，连队在南门外血战7天，牺牲
60多人，都来不及掩埋。宿北战役歼
灭国民党整编69师，李剑锋所在连牺
牲40多人，补充后奉命到淮北敌后打
游击，过运河时130多人，3个月后伤
亡到仅剩30多人……

当时我军基层指挥员伤亡率高，能

幸存到现在的极少。“华东一级人民英
雄”、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刘奎基就是其
中之一。这位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先
后参加战斗50余次，负伤9次，身上有
13处创伤，从头部到肺部，再到左右
臂、大小腿……有的伤刘老已记不清来
自哪次战斗，由于负伤太多，他被战友
们叫作“吸铁石”。百战余生，刘奎基时
常怀念自己的战友们。他的入党介绍
人正副老班长，在一次战斗中都已牺
牲；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他目睹零下
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战士们牺牲时
头都向着攻击的方向……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
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原南
京军区工程兵直属工兵工区副参谋长
董兴旺，当时参加了保卫中共中央北方
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的清漳河战役，
并目睹了率领警卫团殿后掩护的八路
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壮烈牺牲的经过。
董兴旺回忆，当时左权在十字岭上拿着
望远镜观察敌情，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
势十分焦急，不顾劝阻又到高处指挥战
斗，不幸被敌炮击牺牲。“炮弹一下打过
来打中了他头部，我也负了伤。”董老说
着掀起衣服，炮弹破片在他腰部划出的
伤口仍清晰可见。

共同学习、并肩战斗的战友，也许
一别就是天人永隔。原第一炮兵学校
副校长程福保回忆，他的部分炮校同
学奔赴朝鲜战场，有的在与敌人炮兵
的对抗中尸骨无存，有的因战伤终身
残疾……这些老战士们见惯生离死
别，更加豁达坚强。

一切为了胜利，为压倒
强敌死战不退

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
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当时处于装备
劣势的人民军队，就是凭借坚定的信
仰、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卓越的军事智
慧压倒强敌。

原解放军工程兵工程学院副军职
顾问温克弟1938年参加八路军时，一
个班使用的武器中，竟有来自德国、日
本、英国、捷克等7个国家的枪。同年
参加八路军的原南京政治学校理论教
研室副军职主任柳燕说，那时就算有
枪，也不一定能打得响，“一个班也就三
四个人有枪，可能就一两支好枪，其他
人只能拿红缨枪、背大刀，我才到部队
时也只有两颗手榴弹。”因为没有攻坚
武器，温克弟的弟弟温克保只能扛着炸
药炸日军碉堡，在通过外壕时壮烈牺
牲，年仅17岁。

时任38军113师337团参谋长的
温克弟，是冰天雪地朝鲜战场上“14小
时飞兵140里”这一战争史奇迹的参与
者。113师及时赶到敌后，成功分割南
逃北援之敌，为我军夺取战役胜利、为
38军打出“万岁军”光荣称号立下大
功，而许多指战员在这一强行军中跌倒
后就再没能起来。当记者问他71年前
到师里领任务时有没有觉得不可能完

成，温老坚定地摇头：“党给的任务不能
打折扣，完不成任务不回来！”

正是这样对党的坚定信仰，让英烈
们慷慨赴战。新四军老战士沙正平一
直担任军医，与伤病员打交道很多，他
发现那时政治干部、党员牺牲特别多，

“为什么？因为最困难、最危险时都是
他们冲上去，我们医院伤员大部分也是
党员和政治干部。”

信仰穿越血与火，历久弥新、至今
令人动容。亲历1974年西沙永乐群
岛自卫反击战的我海上编队副指挥、
原南海舰队榆林基地副司令员王克强
少将，对战友们的英勇顽强记忆犹
新。在敌4艘舰艇满载排水量6743
吨、我编队合计仅1780吨的绝对劣势
下，我军在敌打响第一枪后毫不怯战、
奋起还击。

激战中，274艇政委冯松柏站在信
号灯前，手持扩大器话筒进行战场鼓
动。“他高呼：‘同志们，为党和人民立功
的时候到了，对敌狠狠地打！’话音未
落，敌一发40毫米炮弹击中信号灯爆
炸，弹片横飞，一块弹片将冯政委后头
骨劈开，他倒在指挥台上壮烈牺牲。”王
克强心情沉重地回忆，正在指挥台记录
作战日记的副艇长周锡通被敌一发小
口径炮弹击中，炮弹从左前胸进入、后
背穿出，血喷出5米多远，壮烈牺牲。

敌舰舰炮口径大，击中我军舰艇
就会造成较大损伤。激战中我389舰
受创严重，敌一发127毫米炮弹击中
弹药库水下部分，海水灌入舱内。在
弹药库搬运炮弹的给养员郭玉东连忙
用木塞堵漏，但怎么也堵不住。已经
负伤的郭玉东把呢上衣脱下包住木塞
插入破洞，被海水一压又弹了出来，他
随即用身体死死压住木塞，直至壮烈
牺牲。

“黄继光烈士是堵敌人枪眼，郭玉
东烈士是拿身体堵漏洞，因此被称为

‘海上的黄继光’。”王克强说，郭玉东等
18位官兵为捍卫南海领土主权而牺
牲，还有67位官兵负伤，389舰受重伤
后在琛航岛抢滩。正是海军指战员死
战不退的大无畏气概，让吨位火力都占
优的敌舰畏我如虎、分散逃走。在我及
时赶到的生力军支援下，敌“怒涛”号被
击沉，中国军队夺取了自甲午海战以来
对外国海战的首胜。

带遗骸“回家”，每一位
烈士都应被铭记

目前全国有名可考并收入各级《烈
士英名录》的仅有190多万人。那些

“无名”烈士叫什么？家乡在哪里？家
人知道他们牺牲了吗？

陌上花开满衣冢，山河无恙待归
家。今年中秋节，93岁的南京市玄武
区人武部原副部长邓德令又通过媒体
寻找牺牲战友赵树香的家人，完成战友
临终嘱托。1945年，赵树香参加了八
路军，与同班年龄相仿的邓德令很快成
为亲密战友。邓老记得，赵树香1927
年出生，来自山东莱阳赵疃，身材瘦高、
长得浓眉大眼，他说家里有父母和一个
弟弟。

抗战胜利后，邓德令、赵树香随队
渡海进入东北。1947年初，担任东北
野战军第4纵队第11师31团1营1连

管理排长的赵树香在四保临江战役中
负伤，医治无效不幸牺牲。弥留之际，
赵树香托人捎口信给邓德令，希望他把
自己牺牲情形告诉家人。此后邓德令
转战南北，工作几经变动，但一直奔走
寻访，每年都给莱阳市政府和相关部门
写信，持续70年未果。他希望为战友
正名——赵树香的乡亲也许只知道他
被伪军抓了壮丁，并不知道他参加了革
命并光荣牺牲。

像邓老一样，许多老革命一直参与
寻访牺牲战友家属，希望战友们的事迹
为更多人知晓。今年4月，看到媒体刊
登为葬在盐城东台市三仓烈士陵园64
位无名烈士寻亲的消息，原华野31旅
司令部作战科书记马文贤立即写信，提
供了他所知道的14位烈士的资料。

1947年初，31旅91团在角斜、如
东县栟茶迎战国民党部队，65位战士
在战斗中光荣牺牲，被安葬在东台新农
一带。2010年，东台市实施“慰烈工
程”，将这65位烈士遗骸迁至三仓烈士
陵园，但仅找到其中一位烈士的后人。
由于战斗亲历者马文贤提供的资料，陈
广友烈士的亲属最终确认自家长辈系
64位无名烈士之一。

而许多烈士的姓名很可能再也无
从得知。渡江战役发起前，为扫清江北
敌据点，时任三野34军101师302团2
营副政治教导员的李剑锋，奉命率部攻
打仪征十二圩。由于守敌顽抗，我军巷
战中遭受很大伤亡，2营牺牲100余
人。这些烈士后被合葬于仪征烈士陵
园和新城坡山口烈士公墓中，近年当地
政府重修了墓碑，但绝大多数烈士仍不
知姓名。

李剑锋收到墓碑照片后，看着“安
葬解放十二圩战斗中牺牲的一百一十
七名烈士”碑文，喃喃地说：“为了解放、
为了翻身、为了报仇，许多同志牺牲
了。每次补充了不同地方的新兵，还没
认清小张小李，就死了，有的都不知道
家在什么地方。”这次战斗中，通信员谭
义联为掩护因旧伤行动不便的李剑锋，
被敌暗火力点射中牺牲。至今，谭义联
的相片还放在李剑锋家中书架上。“这
是他唯一一张照片。他是家里独子，淮
海战役刚开始，他父亲来部队找他，要
他回家娶个媳妇，他说等到战斗胜利了
回家结婚。他是为我而死的，不死的话
也85岁了。”

待得明年春来日，不忘今冬未归
人。年轻时赴朝参战的经历、在战斗中
牺牲的战友，方祖岐一直未曾忘记。在
东北工作期间，每逢春节、清明，他都要
去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送花圈。当
年从电波中译出的黄继光、邱少云、孙
占元等光辉姓名，如今镌刻在陵园里一
块块墓碑上。

2020年3月，方祖岐去泰兴祭扫
志愿军特等功臣、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
烈士陵园。烈士事迹陈列室里，有杨根
思当年“三个不相信”的宣言——不相
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
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我在那块展板前站了很久。”方祖岐
说，“它代表了人民军队的钢铁意志，在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过程中，我们还
有很多困难和挑战需要去面对，我们需
要用‘三个不相信’精神去争取更大的
胜利。”

在苏老革命追忆牺牲战友——

慷慨赴死为信仰 不获胜利誓不还

□ 本报记者 张 晨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
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一曲《九九
艳阳天》深情婉转，将人们的记忆
带回50多年前的红色经典电影
《柳堡的故事》。如今，夏日里的宝
应县柳堡镇，曲折葱茏的湖荡风景
依旧醉人，红色文化在这里扎根生
长。因为影片而闻名的柳堡团庄
村、“二妹子”模范民兵活动中心，
现已成为人们缅怀先烈功勋、铭记
百年党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凤山园，位于柳堡镇团庄村南
侧，这是团庄村村民自发筹资新建的
一处纪念地，用来纪念宝应县第一位
共产党员夏凤山。夏凤山1928年
入党，是中共宝应县党组织早期创始
人之一。1930年，从事地下工作的
夏凤山不幸被捕，他在狱中坚贞不
屈，大义凛然。次年11月，年仅24
岁的夏凤山壮烈牺牲。2015年，当
地村民筹资建起了凤山园，内设夏凤
山烈士纪念馆，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讲
述夏凤山的英雄事迹。

70岁的葛国政老人是土生土
长的柳堡团庄村人，年轻时当过村
干部。从2014年开始，他牵头和
其他几位村民开始筹建凤山园，如
今他还担任着凤山园的管理员。

“夏凤山烈士很了不起。”葛国政
说，他被捕入狱后，敌人只知道这
个人来头很大，但具体在共产党里
是什么身份、做什么事，尽管严刑
拷打，却始终没能获得半点信息。

抗战时期，柳堡镇团庄村曾驻
扎过新四军，当年电影《柳堡的故
事》把拍摄地定在这里，也是原地
取材，再现新四军与老百姓的鱼水
之情。谈到当年在这里拍摄电影
时的场景，团庄村很多老人还记忆
犹新，他们说，那时候，每天都有不
少年轻人去拍摄现场，一起唱歌、
一起欢笑。

《柳堡的故事》里“二妹子”的形
象深入人心。现在，柳堡“二妹子”
模范民兵连这个群体更是家喻户
晓，她们爱军习武、拥军爱民的故事
到处流传。柳堡“二妹子”模范民
兵活动中心目前是江苏省党员教育
实景课堂示范点，也是宝应县青少
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来
自国内外的参观团体约500余次。

近年来，柳堡镇借助《柳堡的
故事》带来的影响力，以打造“柳堡
的故事”特色风情小镇、传承革命
历史、弘扬优秀文化为着力点，谋
划红色旅游景区。如今的柳堡，水
清岸绿与红色经典已成为小镇的
最鲜明特色。

宝应县柳堡镇：

革命电影里走出的红色小镇

□ 本报记者 张涛 通讯员 王亚

金秋，走进徐州市贾汪区马庄
村，只见碧水环绕、灰瓦白墙，一派
水韵乡村风光。而在古色古香的
香包大院内，村民们正一针一线织
着强村富民“大产业”。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
苏考察期间来到马庄村，在香包制
作室看到村民制作的各式香包，笑
着说“我买一个，捧捧场”。如今，
马庄香包不断更新款式，推出各类
文创产品远销意大利、英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真正
变成百姓致富的“金包包”。

时间追溯至1986年，彼时，马
庄村办砖厂欠银行46万元贷款未
还，村集体经济在全镇排名倒数。
从一个贫瘠落后的苏北煤村，发展
为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村”“乡村
振兴示范村”“中国十佳小康村”，
30多年来，马庄村坚持党建引领
不动摇，逐渐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为长远计，时任马庄村党支部
书记的孟庆喜带领马庄坚定走“地
下积累、地上发展”的路子，把挖煤
赚来的钱一半用于再生产和改善
生活，一半用于发展地面企业，相
继建起化工厂、轧钢厂、水泥厂等
15家企业。

富了口 袋 ，还要 富脑袋 。
1988年10月，马庄村提出“文化
兴村”战略，组建苏北第一支农民
铜管乐团。“究竟是能吹出粮食？
还是能吹出票子？”面对这样的质

疑，孟庆喜不为所动，如今这支“红
色文艺轻骑兵”不仅走出了马庄、
走出了徐州，更走向了国际舞台。

依托潘安湖景区，马庄村不断
整合乐团、民俗表演团、中药香包
基地等，打造特色民俗文化旅游项
目，突出民俗文化和田园风光。“苏
南有周庄、苏北有马庄”的旅游品
牌效应初步显现，去年到马庄村参
观旅游者超过40万人次、接待收
入达33万元。

从一贫如洗到开矿起家，从关
停小煤矿到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
业，马庄村的每一次转型，都离不
开村党组织“旗帜不能倒，信仰不
能丢”的坚定信念。

马庄村党委常年开展党员“挂
牌亮户先锋行”活动，坚持党员干
部志愿夜巡制度，推行“十必联”群
众工作机制，全村120名党员联系
帮扶560名群众，提供贴心服务，
党员成为各条战线的先锋模范。

今年，马庄村“两委”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为民办实事”要求，不定
期开展班子成员“头脑风暴”，聚焦
村民停车难、用气不方便等事项，
研究破解方法，制定实施路径，把
实事办到村民心坎上。

马庄村党委书记毛飞说，这些
年来马庄村走上一条适合村情发展
的“党建引领、乡风润村、产业富民”
之路，抓党建、强班子、强队伍、强思
想，用优良党风带动民风，真正实现

“党风正、民风淳、人心齐、效益增”，
努力在乡村振兴中一马当先。

贾汪区马庄村：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一马当先

寻访江苏红色地名

矗立在马庄村口的金马雕塑。 张涛 摄

1968 年 9 月 30 日，南京长江大
桥铁路桥通车，南京市 5 万多军民
参加了隆重的通车典礼，同时大桥
配套工程南京火车站竣工。10 月 1
日，凌晨 3 时，从福州开往北京的
K46 次列车成为铁路桥上通过的第
一列火车。

同年 12 月 29 日，公路桥竣工通
车，南京长江大桥全线贯通。南京

长江大桥铁路桥长 6772 米，公路桥
长 4588 米，是当时长江上第一座由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铁路、
公路两用桥梁，在中国桥梁史和世
界桥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
经济建设的重要成就、中国桥梁建
设 的 重 要 里 程 碑 ，有“ 争 气 桥 ”之
称。它不仅是新中国技术成就与现
代化的象征，更承载了中国几代人

的特殊情感与记忆。
长江大桥是南京的标志性建筑、

江苏的文化符号，也是著名景点，被列
入新金陵四十八景。1960年以“世界
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被载入《吉尼斯世
界纪录大全》，2014年7月入选不可移
动文物，2016年9月入选首批中国20
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文/胡波 刘晓东 剪纸/刘静

南京长江大桥
建成通车

夏凤山烈士纪念馆。 张晨 摄

▶上接1版 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世
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提供有
力支撑，切实担负起“争当表率、争
做示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谱写
好“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现代化
篇章。

申长雨高度评价近年来江苏
知识产权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
他指出，此次合作会商会议，是双
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江苏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重大决策部署，共建现代产业体系
自主可控知识产权强省，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希望双
方共同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共同服务好国家战略，共同
打造江苏知识产权工作新特色新
优势，携手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提供有力支撑。

副省长胡广杰总结了上一轮合
作会商工作情况，国家知识产权局
副局长甘绍宁介绍了本轮合作会商
议定书主要内容。

我省与国家知识产权局
举行合作会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