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季 铖 版 式：张 迪

要闻24星期三 2019年4月 3

本报讯 4 月 23 日，“展现光
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纪念渡
江战役爆发暨南京解放 70 周年”
红色报纸展览，在南京新华报业传
媒广场开展。以《新华日报》为主
的 200 多份老报纸原件，重现了当
年中外新闻界报道渡江战役和南
京解放的盛况。报纸收藏家朱军
华当天还向新华日报社赠送了一
份珍贵藏品——1949 年 4 月 23 日
南京解放当天出版的《新华日报》
华中版。

本次红色报纸展览由新华报业
传媒集团主办，扬子晚报、新华日报
社扬州分社承办，中国银行南京分
行支持。展览分为渡江战役背景、
渡江战役前奏、渡江战役爆发、南京
解放、解放后的南京、解放江南重要
城市、渡江大胜利、解放江苏重要城
镇等八大板块。200 余份老报纸原
件中，报道南京解放的报纸就有近
60份。

此次的展品，均为扬州高邮籍
报纸收藏家朱军华收集整理，其中
不乏珍品。如：同在1949年4月30

日这一天出版的《新华日报》南京版
创刊号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终刊
号；南京解放当天出版的《新华日
报》华中版；摄影家徐肖冰作品中毛
泽东阅读“南京解放”消息的《进步
日报》；全红色印刷报道南京解放的

《人民报》等。
新华日报社负责同志在开展仪

式上说，南京解放 7 天后，《新华日
报》南京版在宁创刊。70 年风雨兼
程，70 年薪火相传，一代代新华人
记录着、见证着也推动着江苏的发
展变化，记录下了江苏大地上改天
换地的精彩传奇。今天新华报业举
办这场展览，借红色报纸，来为我们
奋斗新时代凝聚力量。同时也是激
励我们新华报人，传承红色基因，挺
立时代潮头，不断提高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更好地承担起新闻宣传
工作举旗子、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4 月 24 日起，红色报纸展将搬
至南京中山南路148号的中国银行
大楼一楼展出，以供更多南京市民
前往参观。 （张 晨）

红色报展再现南京解放

本报讯 4 月 22 日 下 午 ，汽
笛长鸣，一列由 43 车集装箱组成
的“徐州号”中欧班列缓缓驶入徐
州铁路货运中心铜山站，成为徐
州自 2015 年开通中欧班列以来，
第一列载货回程的班列。这趟班
列 4 月 11 日 从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首
都塔什干始发，满载着当地的棉
纱产品，经过 12 天长途跋涉抵达
徐州。

“本次回程班列的开行，是徐州
淮海陆港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外运
陆桥运输有限公司共同协作的结
果，有助于加快徐州淮海国际陆港
建设，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徐州
国投集团党委书记李晓东表示，下
一步还将继续加大国外货源组织力
度、加密班列开行频次，积极推动乌
兹别克斯坦棉纱在我国的分拨中心
落户徐州。 （张 涛）

助力淮海经济区外向型经济发展

“徐州号”中欧班列满载返徐

本报讯 4 月 23 日，在人民海
军成立70周年这一特殊的日子里，
作为江苏唯一招收海军士官的高职
院校，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士官
与军事教育学院成立。

从2012年开始，我国开始依托
普通高校定向培养直招士官，江苏
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被列为江苏唯一
一所海军士官直招院校，并与北海
舰队合作，共建了“船舶工程海军士

官班”。随后，该校士官培养的规模
不断扩大，专业也扩展到航海技术、
轮机工程技术、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目前该校海军士官的在校生规
模是 268 人，接下来几年有望达到
1000人，并扩大专业，增加海警等。
学生在学校学习两年半后，将由部队
进行培养，经身体复检和政治复审符
合入伍条件的定向培养士官对象，直
接办理入伍手续。（程 萍 杨频萍）

江苏海院成立
士官与军事教育学院

苏州：
以现实的担当传承历史的财富

23 日，庆祝渡江战役胜利暨苏
州解放70周年升国旗仪式在苏州中
学举行。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周
乃翔出席仪式并讲话。

70 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所向
披靡。作为渡江战役的重要组成部
分，1949 年 4 月 21 日张家港双山沙
登陆战拉开苏州解放的战斗序幕。
4 月 27 日凌晨，解放苏州的攻城之
战从枫桥铁铃关打响，历经数场激
战，于 6 时 40 分胜利会师于市中心
察院场，古城苏州宣告解放。

周乃翔指出，70年披荆斩棘，70
年风雨兼程。苏州解放使姑苏大地
迎来新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苏州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改革开
放以来，千年苏州焕发勃勃生机，经
济发展实现“农转工”“内转外”“量转
质”三大转变，日益成长为一座熔古
铸今的现代化、国际化都市。苏州全
市上下将从这场伟大战役中汲取智
慧和力量，用历史的火炬照亮前进的
道路，以现实的担当传承历史的财
富，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沿着革命先辈开
辟的“人间正道”奋勇前进。

陈雨薇

常州：
用历史的火炬照亮前进的道路

23 日上午 9 时，庆祝常州解放
70 周年升国旗仪式在常州革命烈士
陵园纪念碑广场举行。在雄壮的乐
曲声中，常州市四套班子全体领导、
烈属代表、先进典型代表、中国人民
解放军驻常指战员代表及社会各界
群众代表近千人全体肃立、高唱国
歌，凝视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70年前的4月23日，常州全境解
放，历史翻开崭新一页。老兵李昌俊
是解放常州的亲历者。李老回忆说，
潘墅之战中，他带领的一个排30多个
战士，有一半战友牺牲。这些年来，他
最难忘的就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
用鲜血换来了祖国的今天。”

“70 年前，瞿秋白、张太雷、恽
代英以及无数的常州革命先烈用
生命和鲜血为我们换来今天的幸
福生活。”常州籍烈士史蔚馥后人
史康表示，要继承烈士遗志，以实
际行动告慰忠魂。如今，潘墅战斗
的发生地已成为全国传感器产业
主 要 聚 集 区—— 常州智能传感小
镇，距渡江点不远处的空地建起常州
最大的开放式森林公园新龙生态林，
已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常州市委书记汪泉表示，要用历

史的火炬照亮前进的道路。“今天的
常州处在转型发展的加速期、关键
期，全市上下唯有重整行装再出发，
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不负革命先烈
和一代代常州人用生命和汗水创造
的和平幸福生活，奋力开创新时代常
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唐 颖 王 楠

盐城:
发扬铁军精神决战高水平小康

23日上午9点，新四军纪念馆南
广场，国歌嘹亮，五星红旗在朝阳中
缓缓升起。盐城市现役官兵和民兵
代表、社会各界代表400人参加庆祝
渡江战役胜利70周年升国旗仪式。

渡江战役中，盐阜军民作出重要
贡献。在当时中共五地委确定的“支
前第一”方针指导下，盐阜军民踊跃
参军参战，补充主力武装，动员组织
船舶 3000 多只、民工 1.2 万余人奔
赴前线。后方群众积极参加修路造
桥、转运粮草，直接参加支前的人数
近47万余人。中共五地委积极发动
地下党组织，成功策动江阴要塞国民
党军起义，在国民党长江下游防线打
开重要缺口，在渡江战役史上书写光
辉一页。

“我们应该感到无比的幸福！”站
在国旗下，来自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的大学生帅静雯对青春有了新感悟，

“青春是朝气蓬勃，更是有志有为。
大学生应当继承渡江战役精神，扛起
使命，严格自律、勤奋好学、强健体
魄，以青春之力，奋斗之情，担起民族
复兴的重任。”

盐城市委书记戴源说，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辈为民族解
放，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浴血奋
战，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光
荣传统和铁军精神，决战决胜高水平
小康社会，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气
概，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奋力开创

“沿海崛起、绿色跨越”的新局面，努
力把盐城的明天建设得更美好。

卞小燕

镇江：
用渡江精神答好新时代考卷

“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永远紧贴着
你的心窝⋯⋯”23日上午9时，在镇江

市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一首
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拉开庆祝渡江
战役胜利暨镇江解放70周年序幕。

镇江市四套班子、镇江军分区班
子领导成员，市级机关相关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参加过渡江战役或解放战
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先进典型代表
等近 800 人参加当天庆祝活动。现
场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学生代表
集体诗朗诵《站在烈士纪念碑前》，少
先队员代表向老战士献花。

今年 82 岁的退休干部王启鹏是
镇江解放的见证人：1949 年 4 月 23
日，我亲眼看到一辆吉普车、3 辆卡
车驶来，解放军战士进城了，镇江解
放了！虽然过了 70 年，至今仍记忆
犹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很
多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希望年
青一代不要忘记过去，希望他们能够
继承我们的社会主义伟业。”

镇江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叶飞表
示，渡江战役的胜利为镇江这座滨江
古城带来新生。在这座写满红色故
事的城市，新时代弘扬渡江精神，就
是要团结一心，形成“镇江能行”的强
大合力，重整行装再出发，撸起袖子
加油干，以永不止步的执着，答好新
时代的考卷，书写镇江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董超标 唐 靓

泰州：
“东线第一帆”扬帆新时代

23 日，泰州市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成立暨渡江战役胜利70周
年升国旗仪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诞生地纪念馆举行。升旗仪式结
束后，全体人员走进纪念馆，参观渡
江战役史料，了解人民海军 70 年来
从弱到强、走向深蓝的光辉历程。

泰州市市长史立军说，在这样一
个特殊时刻，举行升国旗仪式，就是
要激励全市人民从渡江战役“东线第
一帆”精神中汲取力量，高扬信仰之
旗、坚定为民初心、勇担发展之责，为

“东线第一帆”精神注入新时代内涵。
连日来，泰州市开展各种活动庆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暨渡江
战役胜利 70 周年。23 日，大型原创
现代淮剧《送你过江》应邀在泰州大
剧院作专场演出。该剧在“渡江决
战”的背景下，演绎一个女人和两个

男人的英雄情怀与情感抉择，完美呈
现渡江军民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普通
的俗情世理的人性撞击，在观众中引
起强烈共鸣。 赵晓勇

宿迁：
在回望中凝聚前行的力量

23 日上午，宿迁市在市政府广
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市级领导班子
全体成员，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宿迁军分区政治部主要负责同志，参
加过渡江战役的老战士、老同志、烈
士家属代表等500多人参加仪式。

“祖国原来一穷二白，现在变得
强大了，这让我们感到自豪。我们要
教育下一代，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建设
祖国的美好明天多做贡献。”参加过
渡江战役的徐守祥老人说。

为喜迎新中国七十华诞和渡江
战役胜利 70 周年，沭阳县委宣传部
倾力打造歌曲《锦绣心肠》，连日来正
在全县传唱。这是一首书写人民、描
绘人民、歌唱人民的力作，由词作家
瞿琮作词、音乐家吴小平作曲、青年
演唱家王庆爽演唱。“70 载栉风沐
雨，70 载春华秋实。新中国的成立
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写下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辉煌篇章。在这重大的
历史时刻，创作新歌，能在回望中凝
聚力量，在开拓中奋力前行。”市民张
迎林说。 徐明泽

扬州：
让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3 日上午，扬州市举行纪念渡
江战役胜利暨扬州全境解放70周年
升国旗仪式，扬州市党员干部代表、
社区群众代表、先进典型代表等 400
人参加仪式。

“今天的活动感染力特别强，当
国歌响起的瞬间，心中的自豪感、荣
誉感油然而生，我们的爱国情感得到
进一步激发。”扬州市党员干部代表
胡继林说。

活动现场，记者还注意到在方阵
外凝视国旗的一对父女。“我们是附
近的居民，听说市民广场要举行升旗
仪式，就想带孩子来看看。”市民赵乃
常介绍，他的父亲是一位老红军，小
时候经常给他们讲扬州解放的故
事。如今父亲已经离世，他想通过这
种方式继续给他的孩子进行红色教
育，让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现场参加活动的代表周鸿飞介
绍，通过升旗仪式，党员干部和群众
一道回忆峥嵘岁月，这将促进广大党
员干部和群众为共同建设“强富美
高”新扬州贡献力量。

李 源 赵 越

传承渡江精神 奋进伟大时代
我省各地隆重纪念渡江战役胜利70周年

本报讯 23日，省交通厅、公安
厅与江苏交通控股公司联合发布“五
一”高速公路出行服务指南，因五一
假期较往年增加一天，全省高速公路
网假期日均出口流量预计超过 355
万辆，同比增长约10%-15%。

节日期间，全省高速公路7座以
下（含7座）客车免费通行，时间为5
月 1 日 0 时至 4 日 24 时。预计五一
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有多个易拥堵路
段，包括南京二桥、江阴大桥、苏通

大桥、润扬大桥、泰州大桥等 5 座过
江桥梁。为缓解交通拥堵，“五一”
假期4天将对通行南京二桥、江阴大
桥、苏通大桥、崇启大桥的部分货车
实施限时错峰出行政策。其中，危
化品运输车全时段、全路网限行。

为方便快速处理轻微事故，全
省部分高速公路设置了事故快处理
赔服务点。同时，全省高速公路服
务区已挂牌设置警务站。

（双 爽 梅剑飞）

“五一”高速日均出口流量
预计同比增长超一成

在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
70周年前夕，新华日报&交汇点新
闻联手启动了大型网络征集活动

“胜利之声”，全网征集小朋友诵读
毛主席诗词名篇《七律·人民解放军
占领南京》的音视频。

活动启动以来，新时代的青少年
们纷纷化身小小朗诵者，以诵读诗篇
的方式致敬英烈、回顾历史，表达拳
拳爱国之情，小编的邮箱都快被小读
者们声情并茂的投稿“爆仓”了。有
的小朋友字正腔圆，念得激情昂扬；
有的小朋友声音洪亮，朗诵得极富感
召力；还有的小朋友加入肢体动作，
将读后感表现得极为生动！

主办方邀请了数名专家在近千

份投稿作品中，挑选出了几十份较为
优秀的作品，已陆续展示在新华日报
官方微信和交汇点新闻客户端。为
了确保评奖的公正、公平、公开，主办
方将专家初选出的作品在新华日报
官方微信中做了一次集中呈现，请大
家扫码关注，为小小朗读者们送上宝
贵的一票。 朱 威 徐 玲

“胜利之声”，邀您投票

70年前的4月23日，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

随后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全中国⋯⋯23日，全省多地举

办活动，隆重纪念渡江战役胜利70周年。

4月23日8时许，南京市渡江路1
号，江面上不时传来轮船汽笛长鸣，庆
祝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70周年
升国旗仪式正在这里举行。庄严的

《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在南京渡江胜利
纪念馆广场上，无数双眼睛凝视国旗
冉冉升起。社会人士行注目礼、军人
行军礼、少先队员行队礼，向南京胜利
致敬，向先烈致敬，向老兵致敬。

“阳光，再一次倾诉虎踞龙盘今
胜昔的豪情；涛声，又一次回荡天翻
地覆慨而慷的壮歌。”南京中华中学
的70名中学生献词《渡江战歌》。

“一切仿佛就在昨天。”当年参加
渡江战役的 94 岁老兵李剑锋说，他
忘不了 1949 年 4 月 23 日这一天，那
么多战友牺牲了，他活下来了。李剑

锋穿一身整洁的新四军军装，胸前的
渡江胜利纪念章分外醒目。渡江战
役时，他担任34军101师302团2营
副教导员。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
大江”。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从挹江门浩浩荡荡入城，南京
解放。70 个春秋之后，渡江胜利纪
念馆里一张张黑白照片，定格了烽火
和湍流，讲述着无数的英雄传奇。

一张第二野战军直属队的南
征宣誓照片，让李剑锋的眼中透出
神采：“那些年，我经常踩着凳子，
右手握拳举过头顶，带领连队高唱
战歌——今年是个胜利年，全国胜
利在今年，同志们再努一把力，打
过那南京过新年。”李剑锋唱起自

己创作的歌曲，劲头十足。至今，
他仍能从头到尾唱一遍。

1949 年的李剑锋 24 岁，他用
“有劲”两个字形容那一年的人和
事。“渡江战役前夕，毛主席号召我们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每个战
士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劲，都想夺取
最后的胜利。”

渡江时，李剑锋所在团在突击仪
征十二圩时受阻。“我拄着拐杖和通
讯员谭义联沿水沟一路走，不料进入
敌人火力点。枪声密集，通讯员一把
将我拉到身后，为我挡住子弹，自己
却倒下了。”他说，23 日拂晓，他们终
于过了江，江南的地下党同志组织工
人开船到江心洲来接，开的是江南发
电厂的机器船。

李剑锋说，战士们随时准备牺
牲，如果革命需要他牺牲，他也决不
犹豫。当年战友互相告别的时候，常
说“不死明天见”。再次见面时，大家
互相一抱：“哈哈，你还没死。”

70 年来，李剑锋经常会回忆渡
江那一晚：“这一切靠的是理想坚定、
意志坚强、行动坚决。有了这种信
念，再大的困难都不算什么。”

纪念，是为了更好前行。“当五星
红旗缓缓升起的那一刻，骄傲和自豪
在我心中升腾。我们要弘扬艰苦奋
斗精神，为美好的未来继续奋斗。”南
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王殊说，先
辈的牺牲换来今天的安宁，让 14 岁
的她肃然起敬。本报记者 倪方方

题图：余 萍 肖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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