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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海军从这里起锚人民海军从这里起锚””红色故事之一红色故事之一

连日来，新街镇卫生院组织医护人员到镇中小学免费为学生筛查视
力，为学生的眼睛健康提供专业、贴心的服务。

记者 叶海慧 通讯员 吴虹 陆继军 摄

三仓镇瓜农抢抓天气晴好有利时机，加强西瓜种植管
理，以确保尽早上市，取得最佳经济效益。图为瓜农在三
仓镇 352 省道南侧千亩高效设施农业示范片大棚内进行西
瓜人工授粉。 陈美林 沈永红 摄

4 月 3 日下午，江苏海天滩涂水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带着今年的
助学金走进市一中。据悉，自 2007 年成立以来，海天公司始终不忘回
馈社会，多年来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去年公司出资捐助了市一中四名
贫困家庭学生，今年，公司将资助名额增加至8人。

记者 朱江 金莉莉 摄

记者 朱江
通讯员 纪卫东 夏素荣

今年以来，市司法局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
全市“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工作主线，
扎实开展法治宣传专题活
动，努力构建普法工作新
局面。

强化统筹谋划，提升普
法精准度。年初，对照党
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要求，按
照省司法厅、盐城市司法
局和我市相关工作部署，
市司法局精心拟定“新时
代文明实践在行动——德
法润东台·共享新生活”专
题普法活动方案，并与市
委宣传部联合发文部署。
活动围绕“春暖大地、爱在
人家、美好生活、情系未
来”四大主题，突出关心老
人、爱护民工、呵护妇女、
缅怀先辈、关爱明天、珍惜
生活、食品安全、防范诈
骗、扫黑除恶、乡村治理、
污染防治、学宣宪法等十
二个方面的法治宣传教
育，使全市法治宣传教育
工作年度有亮点、季度有
主题、每月有行动，内容更
具针对性、宣传更具精准
度，为全年法治宣传教育
工作的有序有效开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强化组织协调，增强普
法联动性。为确保专题普
法活动在全市面上有效开
展，市司法局继续坚持普
法责任“三联清单”制度，
年初印发统一清单，每季
度给所涉相关部门下发个
性清单，每月要求相关部
门上报开展情况反馈清

单。同时，在坚持每半年
召开一次法治宣传教育领
导小组及相关单位联席会
议基础上，对如何组织开
展好每季度相关主题普法
活动进行会商、指导，在完
成规定宣传动作的同时，
力争彰显具有东台特色的
部门新亮点，形成政府部
门联动普法的良好局面。

强化推进落实，实现普
法常态化。在专题普法活
动中，市司法局每月主动
牵头或参与相关部门普法
活动，确保普法常态化开
展。启动“服务民企在行
动”活动，通过 12348 法律
服务队送法进用工洽谈
会、为民企做法治体检、入
企调研法治需求、为企业
经营管理人员作专题法治
讲座等形式，为 30多家民
营企业提供法治服务，促
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与
市文明办、市场监管局等
部门联合开展“德法润东
台·共享新生活——3·15
消费者权益日”系列普法
活动，切实保护广大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与市妇联、
东台镇等联合举办“德法
润东台·共享新生活——全
市规范和推广妇女议事会
制度现场会”活动，引导广
大妇女在村居德治、法治、
自治中发挥作用，积极服
务乡村振兴；与市委宣传
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
教育局联合开展“德法润
东台·共享新生活——学宣
英烈保护法”“德法润东
台·共享新生活——法治展
板巡展及缅怀英烈”等活
动，在全市营造尊崇英雄
烈士、学习英烈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的社会氛围，激
发广大市民珍惜幸福生
活、共建和谐社会的热情。

市司法局多措并举
开拓普法工作新局面

杨九华

编者按:今年 4 月 23 日，是中国
人民海军成立 70 周年纪念日。而
人民海军的前身就是活跃在弶港的
新四军海防团。这支部队，以红帆
扬名，他们成功护卫“千里海上运输
线”，创下了浅海海域木质船敢战善
战的海上奇迹。这支海上武装为抗
战胜利立下了不朽功绩，留下了一
个个感人的故事。即日起，本报推
出“人民海军从这里起锚”红色故事
系列，敬请关注。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在盐
城重建军部后，新四军一师师长粟
裕即率部开进东台沿海，开辟沿海
根据地。

尾随而来的日军、伪军，在北边
的潘、西边的安丰、南边的角斜、李
堡等集镇摆下了重兵。我军三面受
敌，军需运输十分困难，凶残的敌人
企图以此困死立足未稳的新四军。

利用弶港渔船开辟海上运输
线，实行由“背靠大海，掌控大海，
突出重围，军需自给”的战略构想在

粟裕师长头脑中形成。
为了开辟安全可靠的海上运输

线，粟裕师长乘坐“咸菜瓢”指挥船
出海看沙头、探水势，拟定了由蒋家
沙水域南下的水路图和由西沙洋水
域北上的水路图。

2010 年，根据中共中央、江苏
省委、盐城市委“关于开展革命遗址
普查工作”指示精神，笔者抽调至东
台市委党史办普查办公室工作近一
年时间。这期间，先后赴北京、上海
等地搜集“海上生命线”的相关史
料。当年6月份，在上海东体育会
路880弄22号201室，顾雍海的儿子
顾承柱回忆说：“1941年8月份，粟裕
师长为了打通弶港至上海敌占区的
输入输出渠道，亲自委派我父亲顾雍
海和新四军一师军需科长张渭清以
及黄兴义等前往上海，在淞兴路上租
房开设了地下联络站——同利渔行,
并委任顾雍海为“同利渔行”经理,把
弶港的鱼、虾、蟹、贝等海鲜运往上
海，通过“同利渔行”销售，所得资金
用于采购各类军需物资……”

大智大勇的顾雍海，在白色恐
怖的敌占区，以鱼贩商人的身份巧

妙地周旋在上海各种黑道、白道人
物之间，并不失时机利用各种社会
关系，避险化危，完成任务。有一次
采购急需的禁运物资——无缝钢管
时，被敌人发现，五六个便衣特务围
捕追杀顾雍海，危险之际躲进了上
海滩杜月笙家里。杜月笙采用掩眼
法，让顾雍海打扮成人力车夫，甩掉
尾巴，脱离了危险。

还有一次，顾雍海采购新四军
野战医院急需的药品，参加上海国
际饭店举办的大型药品洽谈会。会
间，便衣特务盯上了顾雍海，当时上
海滩大亨黄金荣也在场，顾雍海悄
悄贴近，求其解围。黄金荣心领神
会，牵着顾雍海的手大摇大摆地从
国际饭店走出，坐进他的私人轿车
里，轿车驶过南京路，消失在茫茫车
流里。

1946 年，由于叛徒的出卖，顾
雍海在一次军需物资采购中被捕。
在一次次的审讯中，凶残的敌人使
用了“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还用
烧红的铁板烤烫脚巴掌，企图逼迫
顾雍海招供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
织，然而顾雍海严守秘密，坚持说自

己是个卖鱼货做生意的商人，从而
保住了地下党组织和地下生命线。

这条永垂史册的“海上生命
线”，始于“人民海军起锚地”东台
弶港，南到浙东沿海，北至胶东水
域，全长 600 多海里，1100 多公
里。1942 年至 1945 年近四年间，

“大舵腰”“新舵腰”“老扒凳”“新扒
凳”“红牡丹”“两打伙”“铁叉”等数
十艘三桅、四桅木质帆船组成军运
船队，先后由上海敌占区秘密运回
军用和民用物资一万多吨，且由弶
港秘密转运新四军苏中军区和八路
军鲁南军区，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
了重大贡献。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 1962 年
出品的惊险战斗故事片《51 号兵
站》，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史诗般的
红色历史。

“千里红帆云水间，五更盼明北
斗亮，弹雨硝烟何所惧，英雄故事代
代传……”“弶港渔妹子艺术团”团
长丁先兰生前把这首《生命线·红帆
颂》的深情歌曲唱遍大江南北、盐阜
海疆，让“海上生命线”的动人故事
广为传颂。

粟裕师长开辟“海上生命线”

市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办市委党史办东台日报社东台日报社 主办主办

沈波，又名沈炜青、沈步青，
1925年出生于吴江县严墓（今铜锣
镇）罗北村一个殷实小商人家庭。
淞沪战争爆发不久，家乡沦陷，家境
败落。

1940年夏，中共浙西党组织派
党员王化鹏、陈友群来严墓从事开
辟工作，发动青年抗日救亡。沈波
参加了“严墓青年读书会”，学习毛
泽东的《论持久战》及其它进步书
刊。在党的培养下，沈波满怀爱国
热情，投身革命事业，积极组织青年
演戏、唱歌、印发传单，宣传抗日，并
参加国民党吴江县征粮队，为党筹
集抗日经费。同年秋，王化鹏带领
沈波、姚魁元等人打入国民党吴江
县第三区俞清志自卫队，开展“一班
人”活动（即每人拉一个班为党的武

装）。
1941年2月25日晚，在三区自

卫队举行的联欢晚会上，王化鹏获
悉平望镇日军据点每天早晨有一辆
军车执行任务，在梅堰车站停留10
分钟左右，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消灭敌人。2月 28 日，王化鹏、
沈波带领 8 个战士到梅堰车站附
近设伏，截获一辆军车，全歼 4 名
日军。

皖南事变后，日伪顽相互勾
结，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5
月 4 日，王化鹏、沈波离开俞部去
浙东新四军六师，途经盐坵、大谢
附近，被日军“清乡”部队捕去。5
月 13日，沈波与难友沈鸿贤越狱，
来到新四军六师参加青年训练班
学习，1942 年 3 月入党。同年 7

月，沈波到盐城抗大学习，不久到
泰东县委宣传部工作。1942年 11
月，泰东县和东台县合并，沈波任
东台县委组织部干事。

1946年 6月，沈波任时堰区委
副书记，8月任书记。根据上级指
示，沈波发动群众惩奸，开展土改
运动。解放战争伊始，他组织开展
保田保家乡群众运动，并掀起参军
热潮。同年 10 月，国民党占领时
堰镇，沈波和时堰区委转移到农
村，坚持原地斗争。

同年冬，时堰划归紫石县，沈
波 调 到 东 台 县 委 工 作 队 工 作 。
1947 年 4月，沈波调回紫石县委。
5月间，紫石县委派他协助做好时
堰区恢复工作。6 月 4 日上午，沈
波和顾振铎在甸张（现时堰镇沈波

村）东边农舍上开骨干会，研究恢
复天宁乡的计划。午后，沈波率领
武工队从甸张向天宁乡进发，途经
丁家墩子时，突然遭到敌六区自卫
队的伏击。沈波见敌我力量悬殊，
果断命令转移，队伍来到沟西河
边，敌人业已逼近。考虑到自己不
会游泳，他毫不犹豫地命令战友们
涉水过河，并隐蔽到土丘后堵截敌
人。战友们安全脱险时，沈波的子
弹也打光了。面对蜂拥而上的敌
人，他猛然纵身跳入水中，壮烈牺
牲。敌人将沈波的尸体捞上来，砍
下首级，挂在时堰交通要道牛桥口

“示众”数日。广大军民无不悲愤
万分，决心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为沈波烈士报仇。

矢 志 革 命 献 忠 魂
——时堰镇双先村沈波烈士事迹

为进一步扩大对市区交通秩
序整治的覆盖面，4月上旬以来，
市交警大队加大对文明城市创
建、市区交通秩序整治的力度，努
力促进市区交通秩序井然有序。

市交警大队深入贯彻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会议精神，强化对市
区交通秩序的整治。在城区交警
强化管理的基础上，机关民警每
天上路站高峰，并抽调农村基层
中队民警到市区开展文明城市
创建、交通秩序整治行动。为确
保整治效果，明确民警管理范围
和管理职责，并将交通安全法制

宣传贯穿于查纠交通违法、疏导
交通秩序的全过程。通过宣传
教育与严管严治相结合，有效地
提升了广大市民支持、参与文明
城市创建和文明出行的意识。

据统计，4月上旬以来，民警
先后查处大功率三轮车非法揽
客、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
逆向行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
行驶、车辆乱停乱放、闯红灯等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 3150 余起。通
过强化管理，市区交通秩序得到
明显改观。

（常德龙 陈永美）

市交警大队深入推进
交通秩序整治助力创文 为做好春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确

保全市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市交警大
队认真分析研判春季全市车辆出行特点，强
化路面管控、重点车辆管控、隐患排查、宣传
教育四个方面，全面预防春季道路交通事故
发生。

筑牢路面管控防线。科学调整警力部
署，将警力最大限度地投向路面，加大事故
多发路段、时段的路面警力部署，重点管控
车流量集中、违法行为较为突出路段，不断
强化酒驾、超员、超载、超限、超速、疲劳驾
驶、三轮车违法载人等严重影响道路通行秩

序及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整治力度，切实营
造高压严管态势，全力净化全市道路交通环
境。4月份以来，先后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4500余起。

筑牢重点车辆管控工作防线。加大对
客车、货车、危化品运输车、渣土车等重点车
辆管理力度，深入客运车站、货运企业、危化
品运输企业等地，对车辆的安全技术状况、
消防设施配备状况、驾驶人进行安全大检
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下发整改通知，
要求企业切实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及时整改
存在问题。4月份以来，先后排查整改交通
安全隐患30余处。

筑牢隐患排查工作防线。各执勤中队
紧紧围绕规范公路通行秩序、保障安全畅
通、有效预防交通事故，突出重点，全面排查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同时，充分发挥农村

“两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对全市农
村道路进行深入摸排。及时发现、及时上
报、及时整改发现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夯
实事故预防根基。

筑牢宣传教育工作防线。各中队组织
警力深入全市客运站、货运企业、危化品运
输企业、农村集市等地，宣传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结合全市发生的典型案例，以案说法，
使广大交通参与者深刻认识到违反交通法
律法规的严重后果，增强安全行车意识和自
律意识。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市区交通秩序
集中整治行动，邀请记者随警作战，对整治
行动展开深入报道，扩大宣传声势，在全市
营造严管、严控、严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
浓厚氛围。4月份以来，先后印发各类宣传
资料5万份，民警到基层开展交通安全法制
宣传30余场次。（常德龙 陈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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