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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四城同创”
建设美好家园

百团千村万企大走访大落实

市民如发现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请及时

拨打“110”或市救助管理站24小时救助热线电话：

87630070，确保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能够得到及时

有效救助。

便民服务：市民家庭如有走失人员，请在第一时

间就近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及时将走失人员的身份

信息、照片、体貌特征和家庭联系方式，通过邮件方

式发至市救助管理站QQ邮箱：2894337763@qq.

com，市救助管理站免费提供寻亲服务，在全国救助

寻亲网、头条寻人、江苏救助平台及时发布，帮助寻

找走失人员。市民也可直接登录全国救助寻亲网（网

址：http：//xunqin.mca.gov.cn）查看寻亲信息。

泰兴市救助管理站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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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燕丽娟 通讯员 叶磊)日
前，市三泰法律服务所的驻村法律顾问张
光荣来到广陵镇兴宁社区调解室，对居民
们提出的界址、婚姻等法律问题进行现场
答复，并将制作好的便民卡和法律宣传画
发放到每个中心户长手中。

“有的人不懂法，需要法律援助和指
导，张主任每周都来。”社区居民李中民
告诉记者,自从张光荣进驻他们村后,村里
的矛盾少了,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了。

据悉，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
受到公共法律服务，今年以来，三泰法律
服务所积极投入市司法局开展的村居法
律顾问试点工作，全所 5名资深法律服务
工作者纷纷到村担任法律顾问，实现了从

“群众找上门”到“服务送上门”的转变，真
正将法律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被市司法
局授予 2017年“十佳法律服务机构”荣誉
称号。

建立村（社区）法律顾问制度不仅是
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也是一项实现
多赢的创新工作方式，法律顾问担负着信
访维稳、普法教育、人民调解、法律援助、
法律服务等多项工作职能。为此，三泰法
律服务所的5名驻村法律服务工作者共同
探讨、积极规划，并根据各自顾问村的特
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兴宁社区矛盾纠纷较多,也较为突出,
针对这一情况,张光荣到社区后及时与社
区干部、百姓沟通，针对百姓需求制定半
年工作计划；自费每月编印并出版《法润
兴宁》法律专版报纸，供广大村民阅读了
解法律知识。“我编印的报纸，用百姓喜闻
乐见的小故事，向该村百姓宣传孝敬老
人、夫妻和谐、邻里和睦的法律知识，以此
提高百姓的法律意识。”张光荣介绍，经过
近 5个月的调解和宣传，化解了该社区积
压多年的数十件矛盾，并做到了新发生的
矛盾调解不出社区。

该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张军纪为济川
街道跃进社区的法律顾问。针对该社区人
口集中、外来人口多的特点，他定期为社

区居民开展普法宣传，宣讲并普及《宪法》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婚姻法》等与居民
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提高居
民法律素质，增强居民法制意识。帮助社
区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定，并开展“扬正气、
树清风公民道德建设”活动，适时组织对
勤劳致富、孝老爱亲、助人为乐等模范执
行村规民约的村民，通过“红榜”立榜，大
张旗鼓表彰奖励；对违反村规民约的村
民，重点采取公开教育、道德评议、“黑榜”
公开曝光亮丑等方式给予及时处理，营造

“遵守村规民约光荣、违反村规民约可耻”
的氛围，力促规范成为制度、遵守成为习
惯、民风成为品牌、歪风没有市场。

三泰法律服务所主任张建立的顾问
村为张桥镇汤庄村。由于汤庄村毗邻城
区，为城郊结合部，当前面临紧张的拆
迁工作，矛盾较为集中。驻村后，张建
立联合镇司法所在该村设立“法律顾问
工作室”和信息公示牌；自费制作了200
余份“便民服务联系卡”，由中心户长发
放给村民，并在“便民服务联系卡”上
公示他的联系电话、姓名、服务地点、

工作单位、值班日、QQ 号等，贫困
户、五保户、残疾村民可电话预约上门
服务；为村民提供法律帮助，特别对拆
迁安置、征地补偿及房屋买卖等当前疑
难法律问题与镇司法所进行深入交流，
化解矛盾纠纷。

“为自己请律师，听起来是奢侈的消
费，但自从张顾问进驻我们村后，村民
有不懂的拆迁政策、家长里短的法律关
注点，只要找到他就都能解决了。”汤庄
村村民汤小军表示，村民们对张建立的
到来非常欢迎。

如今，三泰法律服务所的驻村法律
顾问已然成为基层组织建设的指导员、
法律法规的宣传员、矛盾纠纷的调解
员，得到了顾问村村民们的信任和认
可，有效增强了群众的法治意识。张建
立表示，他们将完善相关的工作机制，
强化驻村监督考核，增强驻村法律顾问
的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服务意识，提
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从源头预防和减少
矛盾纠纷，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

三泰法律服务所

将法律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

日前，“科普大篷车进分界”活动在
分界中心小学举办。活动现场，“科普大篷
车”带来的“无形的力”“人体导电”“方轮
汽车”“听话的小球”“太阳能小屋”等20
余种科普展品轮番上演，引得学生们流连
忘返。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半个月，在分
界镇4所中小学进行巡展，受到分界师生
的热烈欢迎。
记者胡新芳 通讯员 郭美娟尹振雄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姝文 通讯员 周渊伟
顾群益）昨天上午，济川街道国庆二村社区
举行“永丰情”志愿服务工作站揭牌仪式，
为8个志愿服务队授旗，开展“在职党员回
社区，志愿服务零距离”主题活动，并举办

“喜迎十九大，爱满永丰情”专场文艺演出。
“永丰情”志愿服务工作站下设交通

劝导、巾帼健康、爱心先锋、平安义工、阳
光助残、绿色环保、关爱未成年人、法律援
助 8个志愿服务队，有助于不断加强和完
善社区志愿服务体系，推动志愿服务活动

长期化、常态化，切实发挥志愿服务在社
区和谐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活动现场，来自市公安局、国税局、地
税局、国土局、市场监管局、健森体检中心
6 个单位的志愿者们与国庆二村社区的

“三无”老人和残疾人组成帮扶对子，为帮
扶对象送上慰问品。在职党员回社区“六
带头”活动开展以来，该社区开展了一系
列以机关党员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社
区的党员们踊跃参与到各项活动中来。市
国土局党员马睿说：“我4月份到社区报到

后，参加了帮助失独老人、社区回访、创卫
等志愿活动，今后，我会更加积极参加社
区活动，只要社区有需要，我随叫随到，发
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国庆二村社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
2013年，目前志愿者登记人数达 1400多
人。该社区党总支书记陈冠民表示：“我们
将以成立永丰情志愿服务工作站为契机，
根据居民的需求，开展多渠道、多方式的
志愿服务活动，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
志愿服务，把社区建设成为富强民主和谐

的家园。”
活动现场设置了志愿者招募点，30多

名热心公益事业、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
服务的市民报名登记。

国庆二村社区建立“永丰情”志愿服务工作站

本报讯 （记者 张宏伟 通讯员 刘皓） 9 月 19 日下
午，省住建厅专家组来我市考核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工
作，对我市该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我市进一步
完善建筑节能改造政策机制，全面推开公共建筑运行节
能工作，强化过程监管，扩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规
模，提升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水平。

近年来，我市节能建筑竣工面积达 1050 多万平方
米，占新建民用建筑面积的 98%；全面推进绿色建筑发
展，成功申报省级绿色建筑示范城市，获得省级建筑节
能及绿色建筑示范项目15个，累计上争省级建筑节能及
绿色建筑专项引导资金近5000万元。获得星级绿色标识
项目建筑面积220多万平方米；太阳能光热面积390多万
平方米，光伏发电 960多万Kmh；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
积 10多万平方米。新型墙体材料应用率达 98.5%以上，
通过了省级城区“禁粘”城市验收，虹桥镇、宣堡镇、
曲霞镇、元竹镇通过了省级“禁粘”乡镇验收。我市墙
改建筑节能办分别被省住建厅、省经信委评为“十二
五”省建筑节能、墙材革新工作先进集体，每年被省墙
改办评为省墙材革新先进集体。今年，民用建筑施工图
审查面积 104万平方米，建筑节能验收备案面积 166.96
万平方米，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2.45万平方米，太阳
能光热面积 43.5万平方米，获得二星级绿色标识项目建
筑面积155.39万平方米。

我市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工作获省肯定

本报讯（通讯员 刘琦 章雯） 9月19日下午，盐城市
大丰区副区长吴海和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行到我市宣堡
镇参观调研“四好农路”建设情况。

调研组一行通过翻阅资料、交流会谈、实地考察等
方式，深入了解了宣堡镇“四好农路”的建设情况，现
场听取了该镇相关负责人关于创建“四好农路”的情况
介绍，表示将认真学习和借鉴该镇“四好农路”的建设
工作。

2015年以来，宣堡镇先后完成了宣南路、宣毛路、
北联路、宣三路、三梅路、新崇路、镇北路、集贤路、
建工路、宣银路、蔡庄路的提档升级工程，完成了崇头
桥、北森桥、宣堡北桥的建设工程。今年，该镇继续加
大对农村公路建设的投入力度，计划进一步实施张宣
路、银杏路南延、纪沟路、联新路、学前路及张河东
桥、张河南桥、纪沟桥、郭寨桥的提档升级工程。

按照“建设好、管理好、养护好、运营好”农村公
路的总体要求，宣堡镇农路办严格履行职责，认真抓好
全镇 12个行政村列养的 26条线、27座桥、48公里道路
的管理养护工作，办公室人员坚持每 4日巡查一次，养
护人员每日巡查一次。2016年，该镇率先通过了省“四
好农路示范乡镇”创建验收，并荣膺我市2016年农村公
路建设管理养护工作先进集体一等奖。前不久，全国

“四好农路”养护现场会公布了全国 53个“四好农路”
示范县名单，全省共有 3个县(市) 荣获此称号，我市作
为泰州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名列其中。

盐城市大丰区

参观调研宣堡镇“四好农路”建设

9月19日下午，由济川街道团工委、教育科、关工委、
“爱之家”志愿者协会共同组织的巴士逃生大演练在鼓楼
小学燕头校区举行，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安全意识，增强
了学生们应对校车突发事件和自救的能力。

记者 胡新芳通讯员 钱乾 摄

遗 失 启 事
遗失戴跃辉泰兴市凤凰地产有限公司

首付款发票，号码：NO 15250551,声明作废。
遗失顾客：常敏（手机号：13809015917）

购买TCL电视发票，提单号：245757503，声
明作废。

遗失泰兴市城管局江苏省行政执法证
三本，证件号分别为：于恺 JSZF12048032、花
能 JSZF12048094、徐思聪 JSZF12048091,声
明作废。

遗失沈照美江苏润华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购房发票一张，号码：01017402，声明作
废。

遗失泰兴市襟江小学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124000437601，声明作废。

遗失黄红燕泰兴市中南世纪城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购房收据一张，收据号：
150124242，金额：175132元，声明作废。

遗失李春芳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 公 司 执 业 证 ， 证 号 ：
0200013212008000201500169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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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血魂团 散发革命传单
1938年9月，我当时才13岁，刚从城中

小学高小毕业，经常和韩祝君等12位同学
一起，讨论如何抗击日寇，为国效力。交谈
中，想起教我们的语文老师曾涛(后曾任全
国人大副秘书长)去延安学习前，曾多次语
重心长地反复教导我们说，现在大敌当前，
国难当头，你们可要好自为之，忠心报国啊！
在当时泰兴城已沦陷的情况下，思来想去，
认为只有斗争，才能报国！由此到1940年2
月下旬时，我们先是到关帝庙内烧香磕头，
结拜兄弟，自发组织了热血报效祖国的“血
魂团”。接着便将署名“血魂”的抗日传单，躲
过敌特宪警的眼皮，散发到繁华的闹市街
头，分送给伪职要员家中，张贴到伪县府墙
上。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党组织经过了
解后，将我吸收进革命队伍。

散发传单的革命活动，被日伪发觉了。9
月间，我被伪十九师逮捕关押一星期。但我
因没暴露身份，加之年纪较小，后在党组织
的营救下被放了出来。听到我平安出狱的消
息后，这年11月份，党派季达同志化妆成买
粪人，从乡下来到泰兴城让我继续潜伏，作
长期打算。年底时，因日寇小林师团纠合伪
军，频频在泰兴方圆几百里地区开展所谓

“实验清乡”，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
荡。面对这一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共泰兴中
心县委为及时掌握敌情，决定派一批共产党
员打进敌伪据点，从事地下斗争，就此我也
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

接到组织的指令，我设法打入敌人内
部，找个“正当”职业作掩护，以便更好地开
展工作。巧的是，仅隔几天，我就在伪十九师
招考政训员的时候，通过母亲出面，利用亲
戚关系，又向人送了礼，就此考上了伪军的
政训员。穿上“黄狗皮”，虽说了解敌情方便
多了，但传递情报的危险性也加大了。自此
后，来了情报我便让母亲帮我递送，虽说她
大字不识几个，但在这民族危亡的历史关

头，她顾大体、识大局，多次冒着风险完成了
传送重要情报的任务。

第二年3月初，黄桥中心县委党训班负
责人徐进和汪青辰，指示我去找我的入党介
绍人陆铁夫接受任务。第二天，我到泰兴城
里与地下党负责人刘荣芳接上关系后，按照
他的指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
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

智取城防图 破拆铁丝网
1941年8月间，老刘向我布置了一项紧

急任务，要我迅速搞清泰兴城日伪城防工
事、火力分布情况，并尽可能画出简图。面对
这一“虎口拔牙”重担，我拟订了一个先外
围、后核心，智取城防图的行动方案。接受任
务的当日，我便邀请进步同学常桂生，两人
用到城外“闲逛”的机会，通过观察敌阵，对
城防概况有了初步了解。

第二天，我又进城找到了邻居家的一位
同学。这个人写得一手好字，时在伪十九师
参谋处当抄写员，经过几天来的交往我们成
了好朋友。想到自己的任务，我便趁一个星
期日又邀他同去逛街，目的是进入他所在的
伪师部所在地庆云寺。两人转到那儿后，为
向我显示自己的身份，他告诉我，师部作战
室就设在寺内准提楼。因为这天敌军官们都
逍遥自在去了，他便带我避开值班官，以观
看古观楼为名，进了作战室。这里，室内东西
北三面墙上，除几幅字画外，别无他物，而在
南面墙上，却严严实实挂着一幅深蓝色的大
布幕。看样子，这就是日伪城防图了。见到
这，我故意问道：“好好的墙上不挂画，却用
大布遮着，多难看！”他说：“你看你，真是一
点都不懂，这幕后就是城防图啊！”“什么城
防图？”我装着更为不懂的样子问：“你别唬

我，我不信！”见我这么说，他便带有几分生
气的样子讲：“城防图你都不懂啊！这可重要
哩!整个兵力部署都在上面，凭这张图，可指
挥千军万马打仗哩!”说话间，他又把我带到
布幕前，“呼”地一下将幕布拉开，指着图上
的红蓝箭头对我说：“看到了吧，这里都是部
队的驻扎地。”

朝思暮想的城防图终于出现在眼前了，
内心虽然欣喜若狂，但表面上仍继续装出不
在乎的样子，审视强记中，怕他顺手一拉，又
把布幕盖上，便拉住他的手，指着城防阵线
说：“这图像个什么样子，乱七八糟的让人看
不懂。”他见我确实是啥也不懂，哑然一笑，
然后慢慢向我解释起来。趁此机会，敌人的
城防兵力、火力部署等，由此便一一记在了
脑子里。之后，我又谎称拉肚子，跑到厕所里
快速作了笔记，然后再回到作战室，重新核
对了一遍，见准确无误，这才道谢告别。

回家后，我将所看到的城防工事情况，
画成简图，作了注记，然后迅速出城，交给了
三分区来取情报的同志。他看后十分高兴，
表扬了我一番，又布置我要在当晚将望江楼
一段城防工事的铁丝网剪去三丈以上，以此
为分区部队攻城选择的突破口先期做好准
备。晚上九点后，我就又和常桂生一起，翻上
城墙，趁着夜深人静，一口气剪掉了十多米
长的铁丝网。半夜时分，枪声响了，事后我才
知攻进城来的分区部队和县团，当晚就毙伤
伪团副顾汝华等40多人，打死日寇7名。在
此同时，古溪据点被我军攻克。黄桥、天星桥
伪军闻风而逃。

配合反清乡 分化瓦解敌军
1942年春，我又奉季达同志指示，来到

伪七十五团顾风山部三营工作。
这里的营长崔振华，是虚报名额吃空

头、克扣军饷喝兵血的吸血鬼。全营120多
人，除了他的亲信外，多数士兵一天只能吃
两餐，冬夏也只有两套衣服，睡的是稻草和
破棉絮，还是向老百姓摊派来的。许多人满

身虱子和疥疮，苦不堪言。有的士兵被逼急
了，暗地里公开扬言，为什么新四军还不来？
来了一打，我们就可以缴枪回家去。

针对这一情况，我便编了一些如“当兵
到河湾，官长眼睛翻，小兵皮肉烂。这个日子
怎么挨？只有开小差!”之类的顺口溜，在士
兵中流传开后，人们与伪营长崔振华的矛盾
更加激化了，从而为根本上瓦解三营奠定了
基础。与此同时，我又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
大做“散伙”的工作。有一次，伪十九师要扫
荡我根据地，命令三营前去进剿时，我急中
生智，利用伪军中的严重迷信思想，授意一
个曾被崔振华毒打过、外号叫“老受气”的老
兵，花了一点钱，买通了一个相命先生，把他
请来营区。“老受气”带头卜卦，伪军纷纷请
这个人相命，结果70多个看相士兵中，有40
多人被认为“近期头戴火星，如不避灾消祸，
阎王就要在生死簿上抹去名字”。这一来，士
兵们个个惶恐不安，一夜之间就有27个人
开了小差。

三营没有开拔，又有这么多人开小差，
伪团长袁怀生气急败坏来到营里，当听到士
兵叫苦连天，将原因指向崔振华时，他勃然
大怒，当众责问崔振华。崔见大势不妙，当夜
就带着亲信以“寻医”为名逃匿扬中，后在解
放战争中被我军击毙。三营进剿不成，不战
自溃，全营只剩40多人，最后只好取消番号
了事。

率部起义 收复泰兴城
三营解散后，回到县城不久，我又奉季

达同志指示，来到伪七十五团顾风山部特务
营工作。营长龚永嘉，是县委委派他打入伪

军的我党秘密党员，目的是争取一个独立的
防地，以便在形势危急时，掩护我们部队在
敌人鼻子底下进行反“扫荡”、反清乡的工
作。

这个营是由龚亲自组建的，骨干大多是
我们的同志。虽说在组织上我们是单线联
系，但到那里后，龚便委任我为中尉政治教
官。遵照上级指示，我在中下级官兵中广交
朋友，大力宣传爱国思想，提高龚的威信，从
而使这支部队牢牢掌握在我党的手中。

1944年1月，县委敌工部长戴秉诚突
然通知我们，说南通施亚夫、季家市吴日升，
都已起义反正。为了扩大影响，动摇伪军，县
委决定我们营在大年初一回到根据地。接到
通知，我高兴得彻夜难眠。多年来，在敌人内
部从事地下斗争，虽然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
任务，但心里总是憋着一股气。现在，可以正
式成为人民军队中的真正一员了。

这年大年初一，我们全营200多人，在
县独立团的接应下，终于回到了老家，被改
编为人民抗日路北游击支队，龚任支队长，
我任指导员，从此穿上了新四军军装。此后
经过整编训练，我营又编入苏中民抗部队主
力三十一旅。一年半后，我部参加了收复泰
兴城的战斗，全歼伪十九师，伪师长蔡鑫元
和伪团长顾风山等被处以极刑。受日寇蹂躏
达六年多之久的泰兴，终于又回到了人民的
怀抱。

血 魂
朱乾元

我家祖辈数代住在泰兴县古溪镇西乡
王家庄。我的父亲尹善舆，虽然是个种田人，
但性格豪爽、为人耿直，明大体、识大义。在
那个特殊的乱世年代，凭着自己的良知和智
慧，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为捍卫遭日
军践踏的家园，他做出了一些普通老百姓难
以做到的壮举，并且以他的言行影响了我和
哥哥的革命生涯。

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现在回顾这—段反
“清乡”的历史，虽说尽了自己的责任，但现
在想来，未能经受地下斗争的锻炼，也算是
平生的一大憾事吧！

担任担架队长
1946年7月8日，苏中战役打响。苏中

地区当时拥有900万人口，人稠地富，沿江
地区商业繁盛，占华中解放区税收的1／2，
加上邻近南京、上海，一旦沦入敌手，影响很
大。朱书记慎重地对我说：“你参加过抗日战
争，有战斗经验，党组织决定由你任这次战
役的担架队队长。”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一
切听从组织安排！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仅仅一天一夜，黄桥市担架队就组建好
了。由100多名身强力壮的男民兵组成，担
架也是由各村民兵连夜自搭的。担架队组建
后，展开了防空、防弹、急救强化训练。7月
13日傍晚时分，我接到命令：将担架队员集
中到海安的雅周庄，跟随华中野战军向泰兴
宣家堡出发。后方医院设在宣家堡北边的泰
县大泗庄。

两军兵力悬殊，差距很大。敌军12万多
人，我军只有3万多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粟裕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捣敌人疏于防
范的心脏，再各个歼灭。7月13日晚，华野部
队主动攻打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八十三师。这
个师是关械装备，经过美国教官训练，抗战
后期曾作为远征军到缅甸作战。当时，这个
师刚刚扎营泰兴城和宣家堡。

宣家堡战斗打得异常艰苦，整整打了一
夜，都没攻下。炮火中，华中野战军先后有
10多人中弹受伤。每看到有人受伤，我就打
手势叫担架队员爬上前救人。我们紧紧跟随
部队，埋伏在渠道、庄稼田里，眼睛紧盯着双
方枪跑，头上用柳树枝缠绕着伪装起来，看
到炮弹飞来，我们就双手抱头伏在地上。团
长发现我们阵地上的枪弹不多了，估计当晚

难以攻下，让我们担架队员送回伤员后，向
前线运输弹药和食物——食物基本是老百
姓准备的摊烧饼和熟鸡蛋。

14日子夜，只有少数的敌人地堡没有
拔除。有的敌军利用庄稼地作掩护逃跑，追
击中，双方互相拼刺刀。看到一处地堡熄火，
或者听到不远处有搏斗声，我们就赶紧爬过
去，凭服装判断身份。我们担架队员身上都
有匕首，有时也上前助阵。一发现我军伤员，
就赶紧抬上担架，简单包扎，主要是止血，然
后向后方转移。

15日拂晓，宣家堡战斗结束。太阳还没
出来，我又奉命带着担架队奔向泰兴城。

担架队赶到泰兴城后，首要任务是到群
众家里借来门板和梯子，并将两个梯子绑接
成一个。当晚，华中野战军在泰兴城楼附近
的空居民楼上架起6架重机枪，同时向敌军
猛射，打得敌人一时抬不起头来。我们40个
担架队员头顶梯子和门板跳下护城河，架起
一座人桥。

搭桥时，有三四个担架队员受伤，他们
咬牙坚持，鲜血染红了河水；也有的战士渡
桥时被子弹击中，当场牺牲；先成功上岸的
战士有的用炸药包和手榴弹将城楼炸开缺
口，壮烈牺牲；有的登上城楼后，与敌人肉搏
同归于尽。这一仗，打得十分激烈。

宣、泰战斗后，敌军惊慌失措，不明华中
野战军虚实，急令整编四十九师进驻白蒲、
平潮，以保南通。我们接到上级命令，与敌人
抢时间，远程奔袭。果然，当我们连夜跋涉
130多里，赶到如皋县白蒲镇，敌军也刚扎
营，睡得正香，被我们打得屁滚尿流。

此时，华中野战军已连续作战十几天。
这四十几天我和担架队员们没睡过一天好
觉，都坐在担架边打盹，虽然躺在田埂上睡
舒服些，但田里蛇多，不安全。担架上不是伤
员就是武器。一次，我们在一条河坎上奔跑
赶路时，突然遇到敌军轰炸，我们立即趴到
伤员身上，2名担架队员光荣牺牲，1人重
伤。

据统计，在后勤支前方面，苏中参战民
兵达14万之众，在后方支前服务的近50万

人。七战七捷结束后，新四军一师政治部给
我们发了一张奖状，大意是“黄桥市担架队
支前有功”。

六天六夜筑公路
1949年1月，黄桥镇和泰兴城先后解

放。到4月份，黄桥、泰兴、泰州、靖江到处是
解放军。这些军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
战军十兵团、八兵团的人。当时，这一带是长
江北岸解放军渡江前沿阵地，他们云集在这
里，做渡江前的准备工作，待命渡江。

据说为避免内战，4月中旬，国共两党
代表召开了几次和平谈判会议。由于国民党
代表反反复复，根据上级命令，沿江驻地解
放军都在积极做渡江准备。

4月10日，我们接到紧急任务——抢筑
一条从姜堰到靖江八圩的公路，全长近300
里。这条公路不仅要供渡江大军行走，还要
能运输坦克、大炮等重武器。按上面要求，这
条路必须能行驶载重40吨卡车，全路裁弯、
取直、拓宽时间只有 10天。

此时老百姓自发地将家前屋后的碎砖
瓦或用箩筐挑，或用独轮车运，送到工地上
修公路。看到碎砖瓦不够，大家又将稻草、麦
草运去，拌在泥土里。没有压路机，就利用附
近的家用碌碡，6个人一组，人工背碌碡压

平虚土，然后加碎砖瓦，再碾平，如此反复碾
实。可以说，为了筑好这条路，群众是动足了
脑筋。

我们负责的路段，还必须搭建两座桥。
原来的这两座桥，是又窄又旧的木桥，桥面
木板多处腐朽，一个人走在上面都吱吱哑哑
地响动，很不安全。

为了重新建好桥，我们从附近木行购买
来大梁和柱子，作为桥墩和桥梁，买来木板
作桥面。有的农民看到我们急需材料，不讲
价钱，主动将家里可用木材扛过来。

仅仅六天六夜，我们就圆满完成了筑路
建桥的任务，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嘉奖。

我们奉命设计制造的土兵舰是用树段
钉成木排，中间用钢绳穿绑，木排前面堆起
土垛，土垛上面盖上破棉花胎，筑成防护墙，
以防敌人的枪炮扫射。每个木排的后面装上
发动机和带桨的推进器，以此提供动力。土
兵在舰中舱两旁架设两挺重机枪便于向两
旁扫射，当中设一门八二炮、一门掷弹筒。

为了制造土兵舰，很多老百姓甚至将家
里的门板卸下来，支援解放军。这样的土兵
舰，我们一共制造了50艘，都是日夜赶做。
经过反复试验，确保每个土兵舰能站一个排
战士，每个战士身上挎一支冲锋枪。

泰兴七圩至江南的江面宽度有10多
里，为避免有的战士落水后有溺水危险，经
过反复琢磨，我们想出了用猪膀胱充气后绑
在战士腰部作救生衣的土办法。经过多次试
验，每个战士身上要背4只充足气的猪膀
胱，才能确保救生浮力。

如此一估算，我们起码要筹集 6000只
猪膀胱。但是，收集了两天两夜，数量还是不
够。当时，老百姓的支前精神真的很了不起，
听说解放军需要，凡是家里有大猪的老百
姓，都主动宰了，有的将猪肉卖了，有的干脆
连猪肉也抬到附近的解放军部队，慰劳解放
军。

仅仅5天时间，我们就成功收集到了
6000只猪膀胱，其中也有如皋、靖江的老百
姓主动送来的。

后来，我们又接到任务，征集500艘渡
船和500名会把舵的老舵工。

为了渡江战役的胜利，各部队都在驻地
召开誓师大会，首长动员，作形势报告，战
士、民兵、船工代表讲话，决心书、请战书如
雪片般飞来。大家振臂高呼出征誓师大会的
口号，人人斗志昂扬，争当渡江模范，誓争渡
江第一船，高呼：“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
国！”

许多船户主动把隐藏在芦苇丛中的船
只划出来，有的抢修破船，有的赶制新船，献
给解放军。随军参战的民兵、船工纷纷表示：

“人在船在！”“誓把大军送过江！”
征集到的船工虽然都是长江上乘风破

浪的老手，但缺乏作战经验。于是，部队将他
们召集到江边，进行强化训练。船工们也肯
吃苦，没日没夜地配合解放军训练。经过船
队编队，选出班、排、连长，很快，他们就能随
指挥员的命令行动。

4月20日晚上，解放军三十一军军长在
黄桥东寺庙(军部所在地)大殿请500名船老
大喝酒、布置任务，鼓励大家争做渡江英雄。
大家涨红着脸发誓，坚决将解放军安全送到
江南！

渡江战役胜利后，解放军赠给黄桥人民
一面门板大的锦旗，上面写着“黄桥区公所
支前有功”，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一
军军部”。

我所经历的战争年代我所经历的战争年代
尹之本尹之本

本报讯（记者 卢怡 通讯员 孙海雯）近
日，在市人民法院的大厅里，一对年轻夫妇
握住执行法官的手说：“感谢泰兴法院，感
谢你不辞辛苦帮我们联系房主，我们才放
心买下这么称心的房子！”

这对夫妇刚刚领证结婚，前不久在寻
找房子准备办婚礼。在淘宝网上，他们看中
了市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的一套房子。在网
上的标的物介绍里，市人民法院上传了该
房产的视频，视频拍得详细且精心。随后，
市人民法院负责网络拍卖的法官帮助这对
夫妇联系到了房主，让房主带他们实地参

观了该房产，并对司法拍卖的具体流程进
行了普及，解答了所有疑惑。通过网络拍卖
的正规流程，他们很成功地拍下了这套房
产。

近年来，市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公正司
法、为民司法的追求。自2014年1月1日起，
该院启动网络司法拍卖，突破传统拍卖模
式时空的限制，为群众提供了更加公开透
明、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推动了司法服务
的转型升级。2014年 1月 1日起至今，网拍
标的数 357，网拍次数 803，成交标的数
196，成交金额 31000.39万元，成交转化率

80.33% ，溢 价 率 18.01% ，网 拍 完 结 率
68.35%。2017年 1月 1日起至今，网拍标的
数 83，网拍次数 145，成交标的数 59，成交
金额 9396.13万元，成交转化率 90.77%，溢
价率29.19%，网拍完结率78.31%。

“网络司法拍卖标的物包括房产、机动
车、工程、土地、股权等。”市人民法院执行
局法官叶磊介绍，“每个房产拍卖都有视
频，全程录像，其他拍卖标的物都有很多实
拍照片，方便群众详细了解拍卖物品。拍卖
结果都会公示上网。2017年以后取消‘三拍
’，原来一拍价格为评估价，二拍价格降低

30%，三拍价格在二拍价格基础上降低
20%。现在，一拍价格就是评估价降低30%，
二拍价格在一拍价格基础上降低 20%，加
快了标的物的变现效率。”

市人民法院力求“公正、为民、高效”，
将法院拍卖工作置于阳光下，所有操作在
网络上全程留痕，最大限度地打消竞买人
的疑虑，保障竞买人的知情权，方便社会监
督，减少权力寻租空间，用热情周到的服务
实现竞买者放心、安心、省心，努力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实现司法服务的转
型升级。

市人民法院：“互联网+”推动司法服务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