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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七十周年

『重走渡江路

』特别报道

70年前，这里扬起“东线第一帆”

如今，条条“长虹卧波”让天堑变通途

“向您报告，我原来是华野十一纵炮
团的，渡江战役前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 29 军军部炮团，我们是从靖江新港
渡的江，当时我是连副指导员⋯⋯”

“太巧了，渡江战役时我是 29 军 86
师的，后来转业到吉林省水利厅，一直定
居长春。没想到这次回家乡，还能遇到
我们29军的老战友，真是太高兴了！”

4月4日10：45，泰州长江大桥边昔日
“靴子圩”战场旧址前，曾在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阅兵老兵方阵中一直坚持敬礼的93岁
老兵史保东，与70年前参加渡江战役的89
岁老战士许维，两位当年同一个师但从未
谋面的老战友紧紧握手、热烈拥抱，共同回
忆70年前那场战役中的难忘经历。

“这是参加淮海战役的，这是参加渡
江战役的⋯⋯”许维小心地翻看着史保东
挂在胸前的一枚枚勋章，70 年前那段峥
嵘岁月在老兵的记忆里清晰了起来：1949
年3月31日，总前委制定《京沪杭战役实
施纲要》，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组成
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在江苏靖江至安
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靖江，由此成为
渡江战役千里战线的东线起点。

1949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和朱德发
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时整，三野十
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发出渡江命
令。一时间，满载着解放大军的船只，从
青龙港、九圩港、夹港、四圩港、六圩港等
14个港口向南进发。“仅用十几分钟，突击
队就登上了南岸。”许维告诉记者，作战最
紧张时，我党地下工作者成功策动江阴要
塞3000余名国民党官兵起义；与此同时，
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大小
舰艇 30 余艘，在南京东北的笆斗山江面
起义。在许维看来，地下工作者的功绩值
得永远被铭记，正是他们成功地控制了江
阴要塞，大军渡江的压力才小了很多。

当时，北方军马没见过水，死活不肯
上船，战士们拽的拽、推的推，费尽九牛
二虎之力，把全部马匹送上船。装载骡
马的船吃水很深，竹篙无法撑动，战士不
惧呼啸而来的子弹，全部下到江水中推
船。“正是千千万万解放军战士一往无
前、视死如归，才迎来了渡江战役的胜
利。”许维说。祖国现在强大起来了，青
年一代更要继承先辈们的精神，在不同
岗位上永远冲锋在前。

如今，江阴大桥、泰州大桥让天堑变
通途。今年 1 月 9 日，泰州市首座公铁两
用过江通道——常泰过江通道开建，泰州
百里长江将再添“长虹卧波”胜景，纵贯江
苏中部地区的南北向新通道正在形成。
明年拟建总投资约 150 亿元的长江过江
隧道，预计 2025 年底建成通车。泰州市
委提出，今后依托加密过江通道，加快跨
江融合，融入锡常“一体化”，唱好宁沪“双
城记”。跳出“城河思维”，跨越“长江天
堑”，激活“大海基因”，加快实现从“高速
时代”向“高铁时代”，从“城河时代”向“大
江时代”，从“双水绕城”向“三水绕城”，从

“大泰州”向“强泰州”的大踏步跨越。围
绕江苏高质量发展中部支点城市的战略
定位，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
泰州正着力打造江苏中部现代产业支点、
创新驱动支点、交通枢纽支点、绿色发展
支点、区域融合支点和改革开放支点，厚
植区域发展新优势，促进苏中板块动能再
造，提升扬子江城市群整体竞争力。

70年前，人民海军从这里启航

如今，中国海军驰骋浩瀚海洋

“海军诞生地纪念馆全方位、多角度
地反映了人民海军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的历史进程，展示了人民海军的时代风
采。我们要切实做到牢记使命，推动海
军建设发展再上新台阶。”2018年11月5
日，海军政委秦生祥来到泰州。他在参
观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馆
后说，此行主要是为了寻根。

人民海军，正是在泰州这座“水兵母亲
城”孕育诞生。在纪念馆展厅内，展柜里静
静陈列着一张人民海军的“出生证明”，上
面显示的是1989年中央军委关于海军成
立日期问题的批复：“同意以一九四九年四
月二十三日成立华东军区海军的日期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成立日期。”

1949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提出：“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
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随即，
中央军委把组建人民海军的重任交给了
第三野战军。据泰州市政协学习文史委
原主任尹愚夫介绍，随着国民党“黄安”
号、“重庆”号以及海防第二舰队相继起
义，接收和管理这些舰艇迫在眉睫。彼
时泰州白马庙被设为三野驻地，三野副
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率部进驻。

“这里地理位置较好，离长江不远不近，
便于渡江战役中部队的指挥与灵活调度；同
时，作为老解放区，群众基础较好、交通也便
利。”海军诞生地纪念馆讲解员陈
夕彤说。当年3月下旬，张
爱萍在接到组建人民海
军的命令后连夜赶赴
白马庙，在设于当地
大户王镜湖读书楼
内的渡江战役指挥
部里，展开华东海
军组建的各项准
备 工 作 。 4 月 23
日，三野主力一举突
破 国 民 党 长 江 防
线。14时许，当收音机
里传来“大军所指，势如
破竹，我军一举解放南京城，
红旗插上了国民党总统府”的消息
时，张爱萍宣告：“我们的海军在渡江战役的
炮声中诞生了。”“见证这一伟大时刻的有
13个人，除了张爱萍等首长之外，还有炊事
员、马夫等普通战士。”陈夕彤说。

70年来，从当时的“有海无防”，到如
今“一年装备一个舰队、下水一个舰队、
开工一个舰队”，中国海军已经走向远
海、迈向深蓝。

白马庙渡江战役指挥部旧址围墙
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标语依
然醒目。“作为渡江战役指挥地和人民海
军诞生地，白马镇正积极向文旅业转
型。”白马镇党委书记戴建斌说。白马曾
是泰州 30 个经济薄弱乡镇之一，如今成
为文化产业集团投资的热点区域。这得
益于渡江指挥地、海军诞生地等历史文
化资源推动了招商引资。近几年来，该
镇抢抓泰州中心城市发展的机遇，依托
海军诞生地、雕艺小镇和田园综合体，让

“海军诞生地”这张旅游名片更加亮眼。

70年前，支前的壮举在这里被定格

如今，“全国双拥模范城”成亮丽名片

海军诞生地纪念馆展厅内，展柜里的
一张老照片格外引人注目：一艘满载解放

军战士的帆船行驶在江面上。船尾，身材
瘦小、扎着大辫子的姑娘正奋力摇橹。

2019 年 4 月 4 日上午，一位老人在
儿女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来到这里，久
久凝望着照片里那位大辫子姑娘。看到
照片里的场景，老人比划起当年奋臂摇
橹的动作来。原来，她正是照片上的“大
辫子姑娘”——颜红英。

据老人的儿子董红兵介绍，70 多
年前，外公颜建发就带着母亲和二姨
颜根兄，在泰州一带拉货跑运输。渡
江战役前夕，三野司令员陈毅给船工
开鼓劲会，母亲和二姨率先响应，拆了
船篷、改装船只，以适应渡江需要。4
月 22 日，颜红英和父亲、妹妹一道，冒
着枪林弹雨和炮火，载着“亲人们”过
长江。这一幕，正好被新华社随军记
者邹健东拍了下来。照片洗出来后，
邹健东以《我送亲人过大江》为名，发
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颜红英的
女儿董小妹自豪地告诉记者，正是受
到外祖母英雄事迹的感染，她的儿子
2009 年 光 荣 入 伍 ，荣 立 三 等 功 一 次 ，
多次获得优秀标兵称号。

革命战争年代，泰州老百姓毫无保留
地拥军支前，把“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
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何
止是颜红英一人，70年前，在夜色和芦苇
丛的掩护下，在奔流不息的江面上，多少人
家三代同划一条船送军渡江，谱写了同舟
共济、奋勇争先、感天动地的壮丽凯歌。据
泰州市党史方志办公室副研究员王菁介

绍，渡江战役期间，泰州专区共调运粮
食 10475.2 万斤、草 5505 万斤，

动员民力近59万人，筹集船只
8000余艘⋯⋯

如今，行走在泰州的
街头，双拥文化广场、双
拥一条街、双拥长廊等
随处可见；海军小学、海
军中学、海军公园、海娃
艺术团、海军大道、水兵
广场，都在致敬这段历

史。“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是泰州的光荣传统。如果

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
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渡江

战役的胜利，则是人民群众用船桨划出
来的。我们今天打造高质量发展中部支
点城市，同样也离不开泰州广大人民群众
的支持。”泰州市委书记韩立明说。

“我们初步构建了新时代双拥工作
组织领导、服务机制、社会联动‘三驾马
车’齐头并进的新格局，推出了一批特色
亮点工作，解决了不少热点难点问题。”
泰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褒扬处负责
人崔赟智说。自 2004 年，该市连续四次
创成全国双拥模范城市。2012 年，泰州
在全省率先成立了爱国拥军促进会，每
年开展“进军营、暖兵心、激动力”系列慰
问活动，受到部队官兵的热烈欢迎；2013
年，推出“退役士兵村官培养工程”，进一
步拓宽退役士兵就业渠道；2016年，泰州
将驻地部队和泰州籍现役军人子女全部
纳入优待范围，截至目前，已有 200 多名
军人子女在入学就学、中考录取等方面
享受到了优待政策。

如今，当年江面的枪炮声厮杀声已
消逝在历史长河中。90岁的颜红英举目
远望，目光里依旧映着她 20 岁那年奋臂
摇橹时激情澎湃的模样。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 涛 赵晓勇

小图：渡江战役第三野战军指挥部
旧址。

这里，是祥泰之州；这里，是英雄之城。70 年前，在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声中，这里的人民众志
成城，唱响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支前之歌，构筑起一座穿越
时空的精神高地。

在泰州采访期间，我们瞻仰战场旧址，聆听老兵故
事，寻访烈士后人，重温着属于这片热土的历史篇章，追
寻着那浸润人心的渡江精神。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感
动；每一次回眸，都是一次发现。

远在新疆工作的泰州籍退伍战士李龙专程在清明节
前赶了回来，参观海军诞生地纪念馆。他说，就是要再看
一看人民海军诞生的地方，缅怀先烈、寻找初心。作为红
色旅游景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该纪念馆建成以来已接
待游客数百万人次。

在白马镇，退伍士官周斌正忙着向村民们介绍大棚
草莓种植要诀。他说，从退役士兵村官培训班学到的东
西，铺就了他从军人到村官的成长之路。近年来，泰州市
积极探索退役士兵村官培养工程，打造了一支发展有思
路、管理有招数、服务有本领的农村干部队伍。

在泰州学院，老师们正通过网络向千里之外的“泰州
舰”官兵函授法律知识。该校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李元贵
说，多年来，该校一直为官兵免费提供高等教育和技能培
训。这样的军地融合活动，可为官兵们将来回到地方就
业提供更强的竞争力。

硝烟已散，昔日江面硝烟中的支前壮举，早已融汇在
泰州儿女的血液之中，汇聚起催人奋进的磅礴伟力。如
今，500 万泰州人民继承先辈遗志、高举信仰之旗、践行
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播撒豪情壮志，书写
时代荣光。

★ 记者手记

在“红色自觉”中

汇聚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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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70年前的4月21日，人民军

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江天堑；70年后，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重

温那段激人奋进的渡江战歌。

万里长江，在素有“水陆要津，咽喉据郡”之称的泰州拐了个“之”字

形的弯，短短20公里长江岸线成了南北走向。70年前，这里既是渡江

战役支前战略后方，又是东线主战场，三野20万大军正是从这里飞渡长

江，吹响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号角。

人 民 海 军 ，起 锚 白 马 向 大 洋

解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馆解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馆

复原的渡江战役第三野战军指挥部

摄影 陈 俨 摄像 高 波 唐 磊

泰 州

“敬礼老兵”史保东与老战士许维相拥

还原海军诞生时的会议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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