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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63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
军！”8月 6日，江苏省盐城军分区官兵
来到新四军纪念馆开展“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雄壮的
《新四军军歌》将人们的思绪拉回那段
烽火连天的岁月。

1937 年 10 月，按照国共两党谈判
达成的协议，江西等 8省境内 14块游击
区（广东省琼崖地区除外）的红军和游
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整编后，新四军立
即向华中敌后挺进。

华中地区，北枕陇海铁路，南跨长
江三角洲，西起汉水，东濒黄海、东
海，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对日军
来说，华中地区是实施其“以华制华”
“以战养战”方针的重要区域，是实施
南进计划的后方基地之一。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
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新四军各支队迅速向敌后挺进。“这是
世界战争史上的神奇现象，侵略者的
后方变成了另一个前线。”军事科学院
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中国革命战争史
研究室副主任潘泽庆说，“新四军开展
的抗日游击战争迫使日伪军困守华中

占领区不得脱身，成为插向华中日军
的一把尖刀，在华中敌后的抗战中逐
渐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
利的形势下，1944 年春，新四军对日
伪军发动攻势作战，车桥战役揭开了
华中敌后抗战战略反攻的序幕。“华
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
固，使日军如芒在背。”潘泽庆说。

8年时间，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建立
了 8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 2.46万余次
战斗，毙伤日军 117605 人，俘获日军
2022 人，解放人口 3400 余万，毛泽东
同志称之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战斗岁月，新四军肩扛落后武
器，却怀抱一个信念：离开人民，军
队便是无根之木；一切为了人民，才
能成为扎根在人民中的参天大树。在
根据地，新四军模范遵守纪律，保护
群众利益，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
护与支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如
此描述：“一个动员了的乡村，究竟有
什么价值呢？这表现在军队作战时，
民众跟着作战。这表现在获得胜利
时，全体都很快乐，因为大家帮着得

到这次胜利。这表现在一个士兵出发
作战时，他知道自己要是受伤，决不
会被丢弃在战场上，将有人民志愿队
来抬救他们。”

盐城市中心有一座雕塑：年轻英
勇的新四军战士身背大刀、手握缰
绳，骑在高扬前蹄的战马上昂首东
望。“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用鲜血
铸就‘铁军精神’，‘刘老庄连’82烈
士就是‘铁军精神’的集中体现。”盐
城新四军纪念馆副馆长铁春燕说。
1943 年 3 月，82 名战士为掩护淮海区
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连
续打退敌人 5 次进攻，直至全部牺
牲。战后，当地老百姓为烈士举行了
公祭，并选送 82 名优秀子弟补入该
连。至今，英雄的“刘老庄连”仍在
我军序列，连队几乎每年都有来自刘
老庄镇的兵。

盐城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郭忠
俊告诉记者，盐城境内有 37 家省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市县报纸、广播
电台、电视台全部开设了军事主题和
国防教育专栏，市民能随时接受国防
教育。

一场场生死硬仗，一次次铁血荣
光。8年间，新四军将士纵横驰骋江淮
河汉，为后世留下宝贵的“铁军精
神”。如今，“铁军精神”代代传，鼓舞
着后来人秉承初心、不忘来路，创造新
的辉煌。

8年时间，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建立8块抗日根据地，进行2.46万余次

战斗，解放人口3400余万，成为华中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

向东进，弯弓射日战江南
■本报记者 汪 娜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那一刻，中国人民所有的屈

辱和血泪、国恨与家仇，变成了痛心而

又欣慰的胜利喜悦。这几天，大江南

北、军营内外纷纷举行纪念活动，重温

民族抗战历史，深思捍卫和平之道。

抗倭十四载，血战乾坤赤。强敌

入侵、国难当头之际，中华儿女“四万

万人齐蹈厉”，抱定“情愿打狼死，不能

没家乡”的信念，同仇敌忾、奋起抗击，

铁骨铮铮、视死如归，付出了伤亡3500

万人的巨大而惨烈的代价。

代价无比沉重，功绩彪炳史册。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扭转了近

代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危

局，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此，中华民族

完成了凤凰涅槃的重生，站在了新的

历史起点上。

“晓月酹忠魂，虎旅防魑魅。”抗

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当今世界并不

太平。我们必须以史为鉴、警示未

来，盘马弯弓、枕戈待旦，既要敢于筑

“血肉长城”，更要善于筑“钢铁长

城”，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强军兴军的

时代重任，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捍卫和

平的历史使命。

纪念胜利 捍卫和平
■毛献力 张天阳

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通讯员李
军振报道：参加今年南方防汛救灾的
部队，在依托建制或联勤保障的基础
上，按照“就近就便、精确高效”的
原则，直接在地方油库加油站实施油
料保障，极大提高了抢险救灾油料保
障效率。这是 8 月上旬记者从军委后
勤保障部获悉的野战油料保障新变
化。

据了解，为探索社会保障力量参与
军事物流保障的方法，优化完善平时、

战时、急时军事物流保障模式机制，今
年下半年，军委后勤保障部将在部分地
区开展野战条件下油料军地一体化保障
试点，进一步增强部队执行紧急军事行
动油料保障能力。

他们按照“军为主体、民为补
充”的思路，在军队建制保障和联勤
保障基础上，积极引入地方石化企业
保障资源和社会运输力量，为参加军
委、战区组织的重大行动任务部队，
实施野战条件下油料军地一体化保

障。任务部队使用军队运输力量就近
就便到军地油库站领取油料，地面轮
式装备、飞机、舰艇直接到军地油库
站加注油料，军地运输力量直接为部
队配送、伴随保障油料，形成军地联
保新体系。

军委后勤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试点将在部分战区实施，凡参加军
委、战区组织的重大军事行动的部队，
可按照规定流程，组织有关地方石化企
业参与任务油料保障。

我军探索开展野战条件下油料军地一体化保障试点
任务部队可实现“就近就便、精确高效”补给

盛夏的余村，绿意正浓，游人不断，
一派江南好风光。

2005年 8月 15日，在这个普通的浙
北小山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提出重要论断——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15年的绿色发展实践，生动诠释这
一论断的深刻内涵。如今，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
共识和行动，一幅新时代的绿色画卷正
在美丽中国恢弘铺展！

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

“两山”理念指引中国

经济社会绿色变革

余村春林山庄里，主人潘春林最近
每天都忙个脚朝天——要为络绎不绝的
游客准备足够的土菜食材：笋干、土鸡、
咸肉……基本都是村里的特产。
“我以前是石矿的一名拖拉机手，矿

山关闭后办起了村里最早的民宿，收入
增加几十倍不说，推开门就是满山满眼
的绿色，让人身心舒畅。”忆及往昔，他既
得意自己很早就“吃螃蟹”搞起民宿，也
很欣慰当年村里把矿山都关停了。

余村地处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
坪镇，2005 年前这里水泥厂、采石场遍
布，漫天灰尘迷人眼。今天，余村已成为
人气很旺的 4A级景区。被拆迁的水泥
厂旧址复垦后变身五彩田园，村里流转
的 500 多亩土地成为油菜花田、荷花藕
塘，四季皆有景。

4个多月前，潘春林见到了重访余
村的习近平总书记。时隔 15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这里再次深刻指出：“实践证
明，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
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
产力。”

许多干部群众仍清晰记得，15年前
习近平同志在余村考察，当得知村里关
闭矿区、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后高度
评价说：“下决心关停矿山是高明之举。”

在余村，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提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他在
随后发表的“之江新语”专栏文章《绿水
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中阐释道：“我们追
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
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
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短短
10 个字，闪耀着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深邃
思考——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

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
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

……
党的十八大以来，祖国的山山水水

见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情怀。

看山，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秦岭深处，
察看自然生态，叮嘱当地当好秦岭生态
卫士；赴祁连山考察生态环境修复成果，
要求让祁连山绿水青山常在；眺望巍巍
贺兰山，提出要坚决保护好贺兰山生态。

看水，习近平总书记两赴长江流域
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推动“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成为沿江省市的共
识；心系黄河，曾一个月时间内连续考
察黄河岸边的甘肃、河南两省，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重
大国家战略。

在内蒙古阿尔山林区、云南洱海湖
畔、黑龙江黑瞎子岛、山西汾河岸边……

习近平总书记足迹印在祖国大地，
身体力行持续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宣示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更进
一步把“污染防治攻坚战”列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增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等内容
写入党章，对全党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
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生态
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

近年来，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税法
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和
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更加完善。40
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相继
出台，尤其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
度的建立，让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生根开花。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从 2012 年国内第一个跨省生态补
偿机制试点在新安江流域拉开至今，生
态补偿机制已经在甘肃、重庆、京津冀
地区等多地开展，好山水、好生态成了
“有价之宝”。而不久前我国生态环境
领域第一支国家级投资基金——总规
模 885亿元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正式设
立，则为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体系再
添新翼，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环境经
济政策更加丰富，不断激发企业治污的
内生动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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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南部战区海军

某大队组织舰艇编队赴某海域，

围绕使命课题展开专攻精练。

图为舰艇准备实施补给。

武欢庆摄

防汛救灾一线群英谱

这段时间，一张人物特写照片登上
网络热搜。照片中，主人公被晒得黝黑
的胳膊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白色小水
泡，让人心疼。他是一名抗洪抢险指挥
员——空降兵某旅四营营长周立文。

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汛期后，湖北
省暴雨不断，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
水位告急的消息，周立文意识到，一场抗
洪抢险战斗即将打响。

这是他多年军旅生涯养成的“职业
敏感”。

两个多月前，周立文所在营受领战
备值班任务，几次临机拉动演练，让记
者见识了这位营长未雨绸缪、战备在前
的意识。比如，组织抗洪预案推演摆上
他的工作日程，处置管涌、编笼打桩、拉
网搜救……官兵将各类处置流程烂熟
于心。

7月 9日深夜，四营接到驰援洪湖地
区的预先号令后，连夜完成人员集结、物
资装载、人员编组、车辆编队、机动路线
规划。到达指定地域后，周立文拿起手
电筒直奔大堤进行“战场侦察”，一场保
卫大堤的战斗就此打响。

洪湖湖面因暴雨波浪翻滚，狂风裹
挟着肆虐的洪水，不断冲击拍打着大
堤。9时许，险情突现：一处长 30米左右
堤段出现脱坡。

不断上涨的洪水，随时可能撕开堤

坝。紧急关头，周立文大喊一声“党员突
击队跟我上”。随即，他率先扛起沙袋，
跳进洪水。在他的带领下，官兵奋勇争
先投入战斗，数百个沙袋很快垒起一道
坚固的护墙——险情排除了！

营长在堤坝上奋不顾身的身影，感
召着官兵。其实早在 2016 年的应城抗
洪中，周立文就曾身缠救援绳、叼着手电
筒，将一位被困老人救出险境。

骤雨初歇，烈日当头。7月 14日，太
阳稍一露脸，抗洪大堤上的地面温度很
快达到 35℃。“洪水不退，我们不退！”堤
坝上、暴晒下，周立文手持扩音器“排兵
布阵”，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险情；
围堰旁、洪水里，他用手比量、用脚丈量，
把控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指导大家排险
加固……在官兵眼里，他们的营长就像
一根“钢桩”，牢牢钉在大堤上。

谈及那张让他在网上走红的照片，
周立文摆了摆手：“对一名军人来说，这
点皮肉伤不算啥。68年前，我们这支部
队的前身曾在上甘岭的坑道里坚守 43
天。”望着大堤上飘扬的“上甘岭英雄部
队”战旗，他目光坚毅。
“从周营长身上，我们懂得了什么是

军人意志！”战士庄臣感慨道。
的确，有了坚定的意志，负重前行的

脚步会更加充满力量。抗洪期间，周立
文带领官兵坚守的堤坝稳固如磐。

堤坝上不倒的“钢桩”
—记空降兵某旅四营营长周立文

■熊 浩 本报特约记者 蒋 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