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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电波中
——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为弘扬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新华报业传媒
集团与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联合开展“寻访抗美援朝老
兵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大型全媒体
新闻行动，在全省范围内寻访健在的
志愿军老战士，听他们讲述那段激情
燃烧的岁月——他们的亲历、
亲见、
亲
闻，
让人肃然起敬；
他们的精神，
在新时
代尤其催人奋进。让我们一同向不畏
牺牲、
保家卫国的
“最可爱的人”
致敬！

专访抗美援朝老战士

﹃
认识

16 岁参军，17 岁赴朝参战，原南
京军区政委方祖岐上将的军旅生涯，
从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作
为机要译电员，他在一道道电波中
“聆
听”
战争进程，从一份份电报中
“认识”
了一位位伟大的志愿军英模。

仓促出征，轰炸中认识战争残酷

、

1950 年 6 月 ，朝 鲜 半 岛 战 火 突
燃，10 月烧到了鸭绿江边。正在江苏
兴化中学读高中的少年方祖岐，在席
卷全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声浪
中，与许多同学一道报名参军。
两位来招兵的女同志问家里是否
同意，方祖岐想了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家中兄弟姐妹都有，
少了我一个没关
系。”其实方祖岐是瞒着家里报名的，
直到部队开拔前，才写信告诉家里，
“家里当然不希望我去，
姐姐妹妹来部
队撵我，那时我已经走了。
”
1951年7月，
方祖岐随部队乘火车
到达东北。上过一年高中的方祖岐由于
文化水平较高，
被编入东北军区司令部机
要训练大队，
接受10个月训练后，
1952
年6月25日随坦克3师从丹东赴朝。
通过急造公路桥进入朝鲜半岛，
鸭
绿江两边是两个世界。
“对面是一片残
垣断壁，
连首都平壤都找不到一栋好房
子；难民一群一群，衣衫褴褛、面黄肌
瘦。
”
方祖岐说，
当时要求不能饿死一个
老百姓，我军拿出军粮沿途救济群众。
“看到这样的场景，
还需要动员吗？敌
人的罪行和人民的期望就是最好的参
战动员！”
方祖岐说，看到这些情景，
很
自然就萌生了保卫朝鲜人民、
保卫祖国
人民，
在战斗中检验自己的念头。
战斗很快就来了。朝鲜战场没有
前后方，占据空中优势的敌军不停绞
杀后勤线上的每一个移动目标。车队
突破大同江封锁线时是夜间，被志愿
军战士蔑称为“黑老鸦”的美军 B-26

轰炸机机群临空投弹。我军防空哨及
时鸣枪报警，但车队行进路线还是被
炸成一片火海。待敌机飞走后车队继
续前进，初历战火的方祖岐并不知道
有多少伤亡，但后来听说前车一位军
务参谋
“不见了”
。

70 年过去，上甘岭标高一口报出
在朝鲜新幕苍阳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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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是副排级机要
译电员，
是个新兵，
但掌握全局。
”
方老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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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他虽不参加指挥决策，
却知道决策结果；
虽不直接冲锋陷阵，
却了解作战过程。
也正是因此，
驻地在深山老林，
方
祖岐却能知半岛战局发展。机要作业
室里挂有一幅五万分之一朝鲜地图，
供翻译电报时随时对照。1952 年 10
月，
一个叫
“上甘岭”
的地名，
越来越频
繁出现在方祖岐经手的电报里。
10 月 12 日，反击 391 高地的战斗
中，战士邱少云在潜伏中经受烈火焚
身纹丝不动，
直至牺牲；
10 月 14 日，坚守 597.9 高地 2 号
阵地的排长孙占元，拉响最后一颗手
雷与敌同归于尽；
10 月 20 日，反击 597.9 高地零号
阵地中，通信员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为
部队前进打开通路；
……
不到 10 天里，方祖岐译出的战报
中，
接连出现多位后来光耀国史、军史
的伟大名字，
“ 每天战况简报中，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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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 70 年过去，597.9 和 537.7，
上甘岭这两座山峰的标高方老还是一
口报出，
“战争的惨烈和英雄的形象永
远在我心中。人们说我们是最可爱的
人，
他们是最最最可爱的人。
”
国内则踊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
全
国各地学校还掀起了给最可爱的人写
信的热潮。
“我老伴当年还是学生，
没少
写慰问信。
”
方祖岐说，
祖国人民还不断
来人到前线慰问，
为志愿军捐过一架飞
机的豫剧名家常香玉就曾到装甲兵指
挥所慰问演出。演出在译电室掩体附
近的小礼堂，
方祖岐记得那天有译电任
务，
完成后演出已经开始，
他赶上了听
常香玉清唱《穆桂英挂帅》。

﹄
黄继光邱少云

原南京军区政委方祖岐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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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部署国庆中秋
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停战后才洗上了澡
志愿军的敢于牺牲、敢于胜利，
后
方的全力支援和中朝的并肩奋战，让
敌人不得不老实坐到谈判桌前，最终
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1953 年 7 月 27 日晚，方祖岐作为
译电员收到了由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签发的停战命令，
也成了装甲兵部队第
一个看到这道命令的人。
“那天译电时
因为太激动，
我的手一直在颤抖。为尽
快把电报送到司令员和政委手里，
我急
匆匆从译电室山头跑向办报室山头。
晚上林子里一片漆黑，
脚下杂草丛生，
我连摔了几个跟头才送到。
”
67 年后回
忆那晚的情景，
方老记忆犹新。
停战后，方祖岐才洗上了一年多
来的第一次澡。在朝鲜的日子很艰
苦，吃的是黄花菜汤、高粱米饭，住的
是简陋掩体，水要从山下挑上来。停
战那天，
大家轮流去领水擦身，
方祖岐
才算洗了个澡。
以战地艰苦生活为题，
乐观的方祖
岐当时写了首诗：
“深山碧浪中，
寸草亦
藏虫。酷暑封群垒，
高温罩夜空。小心
荆绊脚，
不觉地摩胸。笔底灯光照，
怀
中热血冲。艰难停战令,壮烈赞豪雄。
仰望今宵月，
思乡情更浓。
”
年轻时的参战经历特别是牺牲的
战友，方祖岐一直未曾忘记。在东北
工作期间，
每逢春节、清明节他都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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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3 月，方祖岐去泰兴凭吊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位特等功臣、特
级战斗英雄杨根思。
“ 我把杨根思看
作同乡，他的家乡杨货郎店离我家只
有 50 公 里 地 ，如 今 改 名 叫 了 根 思
乡。”烈士事迹陈列室里，方祖岐在杨
根思立下的“三个不相信”誓言前伫
立了很久。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不相
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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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庆祝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专门提到了
“三个不相信”
，
这说明
“三个不相信”
仍然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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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陈月飞

本报讯 9 月 27 日，我省在组织
收听收看全国加强当前安全防范工
作视频会议后召开续会，
就贯彻落实
会议精神、做好国庆中秋节日期间安
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樊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国庆中秋
“两节”
即将
来临，
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意
义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
充分认清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
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压紧压实责任，落细落实防风
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
确保安
全生产形势平稳。
会议强调，
交通运输领域是节日
安全生产工作重中之重。各级各部
门要围绕近期交通运输领域事故特

点，
实施针对性措施，
加强
“两客一危
一货”安全监管，严查严打“百吨王”
和超载超限等违法行为，
深入开展保
安全、保畅通、强服务专项行动，
严防
大范围拥堵和严重交通事故。要全
面开展旅游场所和景区安全检查，
不
具备安全条件的游乐设施、旅游项目
不得投入使用。要继续深化危化品、
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开展节前安全检查，
抓好节后复产复工安全。各级各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
守土有
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层层压实责
任。要做好应急准备、监测预警、值
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
以干部的辛
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让广大
群众度过欢乐祥和平安的节日。
（陈月飞）

江苏省侨联侨界专家委员会
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举行
本报讯 江苏省侨联侨界专家委
员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26 日在扬
州举行，
省政协副主席王荣平出席会
议并讲话。
王荣平说，
侨界人才是国家人才
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推进实施国
家和江苏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
希望江苏省侨联侨
界专家委员会和侨界专家厚植爱国
情怀，
团结引领侨界人才增强使命担
当，
投身科技报国，
助力引智引才，
共
谋祖国建设发展，共享江苏发展机
遇，
共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创
新自信，
团结引领侨界人才发扬敢为
人先、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打好关

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助力国家和江苏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高端
智库，团结引领侨界人才围绕“十四
五”发展，提供具有前瞻性、可行性、
战略性的政策方案。搭建服务平台，
团结引领侨界人才更好地实现自身
发展。
大会聘请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广基为第三届委
员会荣誉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邹志
刚为第三届委员会主任，
中国科学院
院士崔铁军、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洪兵
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大会
还褒扬了 33 名“江苏省侨界有突出
贡献专家”
。
（吴昌红）

第八届江苏互联网大会
将于 11 月召开
本报讯 由江苏省互联网信息
建成果的“党建馆”
“ 互联网＋工业”
办公室、江苏省通信管理局指导，江 “互联网＋安全”
“ 互联网＋金融”等
苏省互联网协会主办的 2020（第八
多个主题展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
届）江苏互联网大会将于 11 月 5 日江苏互联网行业新成就。
6 日在南京、苏州举行。大会以“领
第八届江苏互联网大会依然秉
航新机遇 网聚新动能”为主题，邀
持开放原则，诚邀各界人士共同参
请互联网领军人物，围绕前沿技术、
与。更多大会资讯请关注大会官网
协同创新、网联万物等，共话江苏互
（http://meeting.jsia.org.cn/），
“江
联网行业发展态势与热点，助力江
苏省互联网协会”
“江苏互联网大会”
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微信公众号，
垂询大会组委会（电话：
大会设会前沙龙、互联网大会之
025—83343696，
83435956）。
夜沙龙、开幕论坛、12 场高峰论坛、江
（王梦原 尹 珺 徐冠英）
苏省互联网创新之光成果展，
将发布
“数字经济”
“互联网行业发展”
报告，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金龙、中国工程
院院士沈洪兵作主题报告，
揭晓2020
年度江苏省互联网名企汇榜单。
江苏省互联网创新之光成果展
首次采用“线下＋线上”模式，设立
江苏省互联网协会 江苏互联网大会
集中展示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党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紫金京昆艺术群英会明起开票

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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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祖岐上将凭吊烈士。

“ 城 中 村 ”富 强 人 走 上 幸 福 路
“全面小康 追梦之路
追梦之路”
”
调研行
9 月 25 日 11 点，
常州市天宁区茶
山街道富强村热闹起来，48 份助老午
餐热气腾腾，老人们三五成群吃着营
养午餐话着家常。村民们在富强村过
上了幸福生活：
家家装上天然气，
出门
就有健身广场，退养社员养老金逐年
增加，
村民变股民坐等分红。
富强村是典型的中心城区城中
村，
面积 0.8 平方公里，
三面环河，
西靠
主干道和平路，临近城市高架。该村
从过去“靠天收”到如今稳收益，去年
村集体收入达 820 万元。调研组一致
认为富强村实施从农业起步，引进工
业再到发展第三产业“三步走”战略，
紧抓城市化发展时代机遇，小区域实
现大发展，
给
“城中村”
发展带来启示。
30 年前，富强村属于常州郊区，
3100多名村民以种田为生，
一年
“一季
水稻一季小麦”
人均收入七八百元，
村集

体经济连年亏损。村里老人们常叹：
富
强村不富不强，
何时才能名副其实呢？
穷则思变。1984 年，富强村挖
掘整合农业资源，巧借水资源优势，
举全村之力种植蔬菜，带领村民建成
高标准蔬菜示范田 1600 亩，并对全
村蔬菜种植发展进行统一组织、规
划、协调，做起常州城的“菜篮子”，一
举摘掉
“贫困帽”
。
随着城市飞速发展与扩容，富强
村 1993 年开始
“拆队转居”
，
村民没有
田地，断了生活来源。富强村开始从
一产向二产华丽转身。从全村仅 1 家
富强五金厂、职工 11 人、年产值 6 万
多元，到先后创办常州能源设备总厂
兰陵钣焊厂、常州水月塑料机械厂和
常州水月五金厂等村办企业，村集体
发展迈入快车道 。1995 年，富强村
已引进工厂共 13 家，解决村民就业

423 人。随着常州化工厂、常州能源
设备总厂、常州华利达服装有限公司
落户，富强村的集体经济收益连年倍
增，
年产值超亿元，
富强人的钱袋子逐
渐鼓起来。
“从富起来到幸福起来，
富强人感
受最深的是近十年的大发展。
”
富强村
党支部书记贲秋菊感慨万千，2010
年，常州城市建设改造给富强村带来
资产重组机遇。聚焦“路口经济”，富
强村收购新城逸境商铺，拆迁置换新
乐花园商铺和中吴雅苑商铺，富强菜
市场重装开业，收购茶花南联并改造
完成……固定资产不断增值，加上商
铺租金收益，去年富强村集体固定资
产达 1.7 亿元，
集体收入逐年攀升。
如今走进富强村，龙游路、富盛
一路、富盛二路、红梅南路等道路全
面拓宽，通过租赁集体资产，先后引
进信特超市、禧瑞都餐饮、昂立教育、
美驰家具等项目，形成集综合商场、
娱乐休闲、酒店餐饮、家具装饰、培训
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链。
今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收官之年，新时代“城中村”如何
定位？富强村的答案是：
村民幸福。

“为 49 个失地农民办理社保，将
全体村民纳入城市医疗保险。退养老
人每年生日赠送 1 个大蛋糕，每逢重
阳节还会送上 500 元至 1000 元的慰
问金。”贲秋菊说，小有所依，中有所
学，老有所养，给富强人一个幸福家，
富强村先后投资近 600 万元，建设村
级党群服务中心、居家养老中心和党
群活动中心。村民可在综合服务大厅
享受“一站式”服务，也可在老年活动
中心、居家养老中心，
足不出户享受远
程教育、运动卫生保健等服务。创立
“幸福超市”
“幸福银行”，建立志愿服
务
“幸福积分”
制，
开展富强村民、退役
老兵、党员群众联动服务，
增强大家服
务家乡的意识，共建富强幸福家园。
现代化的健身广场、篮球场、健身步
道、儿童游乐场等，
已成为当地村民每
天健身娱乐休闲的好去处。
民生实事决策由“为民做主”向
“让民做主”
转变。去年 11 月，
富强村
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
2648 位村民成
为股民，重大事项和决策都通过股民
代表大会协商表决通过后执行。合作
社盈利后，
股民还可享受分红。
本报记者 万小珍

本报讯 第三届紫金京昆艺术群
英会将于 11 月 1 日正式开幕。组委
会昨日宣布，9 月 29 日起群英会剧
目陆续开票。
据悉，
第三届紫金京昆艺术群英会
分为主会场京昆剧目展演、
分会场
“梅兰
芳”
戏剧奖章评选及京昆青年演员大赛、
分会场京昆学术论坛、
小剧场京昆戏曲
展、
分会场京昆大家乐等5个板块。
主会场京昆剧目展演中，
江苏省
京剧院、江苏省昆剧院、南京市京剧
团、苏州昆剧院、昆山当代昆剧院、长
荣京剧院等省内六家京昆院团纷纷
拿出近两年新创的优秀剧目参演。
来自国家京剧院、天津京剧院、上海
京剧院、湖北省京剧院、北方昆曲剧
院、上海昆剧团、浙江昆剧团等省外
京昆名团也带来了各自的保留剧目、
传统经典。此外，
本届群英会依然安

排了最受观众喜爱的京昆武戏专场。
本届紫金京昆群英会，
依然本着
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让老百姓真
正参与其中乐在其中。为此，
“ 京昆
大家乐”
板块将举办少儿京昆演员大
赛，京昆书画名家邀请展，拓展京昆
艺术审美趣味，
延伸其审美价值。戏
迷说戏、演前导赏、名家见面会等互
动环节，
则将为广大戏迷提供与戏曲
艺术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组委会透露，9 月 29 日起，京昆
群英会正式开票，本届依然坚持“文
化惠民”政策，每场演出的惠民票价
占比 30%以上，
开票前两周享受早鸟
票七折优惠，一次性购票满 30 张及
以上，
还能享受六五折优惠。大中小
学生，凭学生证购票可享五折优惠。
观众们可前往苏演票务、大麦网、猫
眼、
文惠网等网站购票。 （高利平）

第五届
“金鹰杯”
两岸青少年征文大赛启动
本报讯 第五届
“金鹰杯”
两岸青
少年征文大赛于本月启动。两岸小
选手将通过初赛、复赛以及两岸同题
决赛互学互鉴，
携手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大赛优秀作品将在《南
京晨报》和《好读周报》发表。本届征
文大赛由金鹰独家冠名支持，
新华报
业传媒集团、台湾联合报系联合主
办，南京晨报、台湾好读周报和省写
作学会联合承办。
2016 年到 2019 年，在省台办和
省教育厅关心指导下，
由新华报业传媒
集团与台湾联合报系共同主办、
南京晨
报和台湾好读周报以及省写作学会联

合承办的两岸青少年征文大赛成功举
办了四届。主办方通过举办网上征文、
名家讲座、
两岸同题作文等形式多样的
活动，
吸引十余万名两岸青少年参与，
并组织优胜者赴台参加颁奖典礼，
为苏
台青少年打造文化交流盛会。
征文大赛面向全省小学、初中和
高中学生。南京晨报小记者站挂牌
学校，由校方组织报名，推荐优秀学
生代表参赛。其他参赛者，
可网上提
交 作 品 到 邮 箱 cbxjzzw@126.com
（备注两岸征文），报名截至 10 月 20
日。评委专家组将从初赛选手中遴
选优秀者进入复赛。
（谢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