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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抗战老兵的精彩故事
常州供电系统———从锄奸行动，到攻坚战斗

常州供电老领导施洪涧，1938年7月
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
放先锋队，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大毕业后，施洪涧被分配到新四
军四师，先后在师政治部和师宿东游击
支队担任锄奸干事、直属队政治指导员
等。一次，他带两名战友化装成赶集的村
民执行锄奸任务，他走在前，手挎一只篮
子，手枪放在篮底，上面放着鸡蛋，应付
鬼子盘查。在集市上，施洪涧发现目标，
走到对方身后，悄悄掏出手枪，一扣板
机，没能打响，却惊动了汉奸。汉奸回过
头来，施洪涧再打第二枪已不成，便急中
生智，抡起枪柄砸过去。后面战友及时赶
到，补上两枪，完成了任务。从此，锄奸队
吸取了教训，外出执行任务时，一律改用
左轮手枪，因为左轮枪的弹仓是滚动的，
只要连扣，总有一枪打得响。

除了锄奸，还要随大部队参战。施洪
涧所在的宿东游击支队，以宿东的塔桥
集、长安集、花庄集为中心，但该地区鬼
子据点多，周围相距均在10余里，敌情紧
张，几乎每天都要转移，甚至有时一个晚
上要转移两次，条件非常艰苦。为了巩固
宿东中心地区的游击根据地，1942年7月
12日，施洪涧和战友们在深夜发起进攻，
全歼塔桥集据点守敌，并将碉堡摧毁。

施洪涧说，抗战的惨烈，非亲身经历
难以想象，不说日军、伪军，就连顽军也

有很强的战斗力。1944年初，施洪涧任
宿东游击支队宿东大队一中队指导员，
参加了张大路攻坚战。当时，顽军三十三
师的一个团占据着一个叫“张大路”的要
地，当年 1月 6日凌晨，他们和兄弟部
队发起总攻，进攻受挫，伤亡较大。战士
们前仆后继，战至 9日晨，顽军才撤离
“张大路”。此役，我军毙敌228人、伤敌
45人、俘 143人，缴轻机枪 3挺、步枪
100余支、马22匹。

1952年7月，施洪涧转业到江苏省
电力系统，1970年6月起担任常州供电
局党委书记等职。

威震西夏墅
1924年生于武进安家乡的蒋卓英，

在读小学时就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儿
童团，1943年担任中共武进县警卫营短
枪班班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
期，多次参加除奸战斗，立下战功。

1944年12月，武进县委下达一项
战斗任务，要求短枪班除掉汉奸杨老三。
杨老三是武进西夏墅人，自从当了日军
的汉奸组织密探队队长后，对地方抗日
武装造成很大威胁，枪杀了短枪班战士
苏坤大。作为短枪班班长，蒋卓英带领队
员金震云、程鹤芳、郑重组成 4人行动
小组，制订作战方案。

当年12月22日，行动组陆续在镇上
的同春药店会合，这里是地下党的一个
秘密联络点。联络员戴海荣向他们报告
说，杨老三此刻正在鸦片馆抽大烟，梅林
乡的伪乡长也在那里。蒋卓英立即手一
挥：“好啊，机会难得！”穿过一条弄堂，就
到了鸦片馆，此地位于西夏墅街的中段，
离据点仅百米左右，一间平房，分隔为前
后两室，前室为客堂，里室搁一张大床，
作为抽大烟处。鸦片馆没有后门，蒋卓英
让郑重在门外警戒，其他两名队员随他
行动。蒋卓英一脚踢开大门，猛地冲进里

室，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杨老
三一下子懵了，而伪乡长翻过后窗就跑。
蒋卓英当机立断：“你们动手，我去追！”

他和郑重才追出去，伪乡长就已去
碉堡搬来救兵，碉堡里冲出10多个鬼
子和20多个伪军，开枪朝他们扑来。蒋
卓英抛出两颗手榴弹，把鬼子引往了鸦
片馆的相反方向。

此时，鸦片馆内的另两名队员按住了
杨老三，按上级要求抓了活的。蒋卓英摆脱
追兵后又来到鸦片馆，一起将杨老三制服。

新中国成立后，蒋卓英先后任武进
县雪堰区区委书记和扬中县副县长，
1978年6月任武进县供电局局长。

女兵刘鸿杏
1929年刘鸿杏出生在盐城农村的

一个乡村教师家里，兄弟姐妹6个，她
排行老大。战乱年代，为了生计，刘鸿杏
14岁那年，全家就到了时杨庄，投靠外

婆家。
离时杨庄 8公里外有一个鬼子据

点，刘鸿杏和伙伴们常常要在村口站岗
放哨，一听到前面庄子锣声响，她就要赶
紧敲锣高喊：鬼子来啦！到了晚上，作为
村里抗日宣传队的队长，她和大家点亮
煤油灯，在村口搭好舞台，演唱抗日歌
曲，还用凤阳花鼓的形式编排了抗日节
目。周边村庄的村民都涌来观看。

鬼子对这只宣传抗日的“小喇叭”又
怕又恨。1945年3月的一天，在汉奸告
密下，一小队鬼子偷袭时杨庄。当时刘鸿
杏恰好带着宣传队去另一个村庄演出，
鬼子扑了空，但抓到村里的民兵队长杨
学富和他的哥哥，当场枪决。

鬼子的暴行更加激发了村民的怒
火。按照区委指示，她走村串户，去乡亲
们家里宣传抗日，动员他们的亲人上前
线打鬼子，先后有10多名年轻小伙子
在她的动员下参加了新四军。这一年，刘

鸿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村妇抗会
会长。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她多次冒着
枪林弹雨往前线送饭送水，救护伤员。在
围打盐城时，她趴在战壕里用铁皮喇叭
向城里喊话：“你们投降吧！”“缴枪不
杀！”有一次，她刚露头喊了一句，一梭子
机枪子弹就射在了离她一尺远的地方，
她掸了掸溅在身上的土，换个地方，用
“小喇叭”接着喊。

经历过抗日烽火的刘鸿杏，1949年
9月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女
兵，立二等功一次。1971年，刘鸿杏进入
常州供电局任政工科科长。

邵为民 奚青兰 秋冰

又讯 市妇联日前举办“抗战中的常
州女性”沙龙讲座，特邀致力于民国史研
究的徐霞梅女士主讲。

讲座通过对常州历史上史良、林心
平、朱真、小红妈王吉娣、老寄娘邹兰英、
江真、张新华等抗战女性的回忆和宣传，
让沙龙参与者重温了那段难忘的血与火
的历史。 $杭芸 秋冰%

正义的胜利
———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目前已集聚哪些项目？
———天宁区区长宋建伟访谈

天宁健康养老服务业集聚区———

天宁区去年11月着手打造健康养
老服务业集聚区，目前，已被列入省级养
老服务业集聚区试点。

就此，记者8月27日采访了天宁
区区长宋建伟。

据介绍，这个集聚区位于茶山街道，
丽华路与光华路交叉口周边区域，初步
规划为“三区一城”：养老服务核心（启
动）区、社区及居家养老服务示范区、养
老产品制造拓展区和养老产业城。

目前的重点是养老服务核心（启动）
区，面积为 2200亩，依照“一街三廊五

大功能区”的功能结构进行打造，已集聚
了一批养老、医疗、康复、保健等资源：

与联想集团合作，投资6.2亿元，拥有
819张床位、264套涉老住宅的安信颐和
（常州）国际颐养中心，预计今年12月开放；

从事三级康复护理、拥有1388张
床位的德安医院；

总投资近5000万元、建筑面积2.1
万平方米的常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为中老年妇
女提供康复保健服务的天宁妇幼保健所；

为老年人纺织用品研发、老年人品

牌服装设计提供平台支撑的中华纺织博
览园；

占地19亩，配备医疗康复、功能训
练的儿童福利院等。

宋建伟介绍，下一步，核心区将围绕
“养老”，建立健康养老服务公共平台，重
点发展老年体育健身娱乐、健康休闲旅
游、养生保健、营养餐饮等养生服务产
业；完善医疗保健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中
医治疗、养生康复、中医适宜技术；健全
康复护理服务，开展认知、精神、心理等
一系列康复、护理疗法，提高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逐步打造成为集涉老产品研发、
销售、展示和养老、医疗、康复、护理、培
训于一体的健康养老服务业集聚区。

宋建伟说，未来在核心（启动）区的
基础上，天宁区还将打造社区及居家养
老服务示范区、养老产品制造拓展区和
养老产业城。 吴同品

“锦绣天宁”摄影大赛启事
“十二五”以来，天宁城市建设快速

推进，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综合实力显著
增强，人居环境大为改善，城乡面貌发生
巨大变化。为展现天宁之美，特举办“锦
绣天宁”摄影大赛。

一、活动主题
天宁&十二五'成果$摄影作品表现

的景#人#事!限于天宁辖区范围%

二、活动主办：常州日报社、天宁区
委宣传部 承办：中国常州网、常报视觉
设计中心

三、活动要求
$

#参赛摄影作品风格#体裁不限!人

物#动植物#风景等均可作为作品素材!

彩色#黑白不限"

%

#参赛作品须是近两年来的作品"

&

#参赛作品数量不限$组照不超过

!

幅%!必须用数码文件投稿!并附上标

题#拍摄地点"

'

# 参赛作品必须是投稿人原创!可

作简单的后期技术调整!但不得做删减#

合成等改变画面本质的
()

操作" 内容

要求积极向上! 取材新颖! 杜绝抄袭内

容!如出现肖像权#名誉权#著作权等问

题由作者个人负责"

*

# 参赛作品要求不低于
$+""

万像

素$

&"" ,(-

%!并具备完整的
./01

信息"

四、时间安排
征稿(

!

月
&$

日
2$+

月
&$

日

评审(

$$

月
$

日
2$$

月
$+

日

颁奖(

$$

月底

五、投稿须知

$

#作者请在中国常州网运河拍客&锦

绣天宁'摄影比赛专区中登记!并按要求

填写真实个人信息后上传作品"主办单位

保证不公开或泄露投稿个人信息"

%

#网上投稿时!请将作品压缩为长

边
$+++

像素#大小
*++3

左右的
4(5

格

式上传!每张$每组%作品必须醒目标注

作品标题" 工作人员对投稿作品进行初

步审核! 符合要求的作品将呈现于中国

常州网站的作品列表中"

&

#参赛作者请务必保留好包含
./01

信息的数码原始文件! 作品获奖后中国

常州网工作人员将统一向您调取作品原

始文件!不提供者视为自动放弃奖项"

'

#主办单位有权在相关公益性活动

中$包括出版#展览#研究#电子出版物#

网站#影视片#公益广告等%使用本次影

赛获奖作品!不再另付稿酬!凡投送作品

参赛!即视为同意本细则"

六、作品评选
由主办# 协办单位组织专家进行评

选"

七、奖项及奖品设置
一等奖

%

名( 奖金各
&+++

元

二等奖
'

名( 奖金各
$*++

元

三等奖
$+

名(奖金各
*++

元

优秀奖
%+

名(奖金各
%++

元

参与奖
*+

名(奖金各
$++

元

八、大赛咨询
天宁区委宣传部 蒋锤

!66'+&*7

中国常州网 王小明
!667!*#+

常报视觉中心 虞岭
!!+66%+7

推出“以信换贷”融资模式
地税与银行合作———

本报讯 诚信纳税企业凭纳税
信息可轻松申请到银行贷款，并享
受到优惠政策。常州地税局与民生
银行常州支行合作推出“税添富”
“税源通”信贷产品，采取“以信换
贷”融资模式，解决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难题。
“税添富”，就是纳税人利用“纳

税诚信”减少融资成本，将申请到的
贷款用作企业的正常经营周转与扩
大经营规模。对于A级纳税人，在
满足银行相关要求的情况下，申请
“税添富”产品将享受扩大贷款额度
和降低贷款利率的优惠，同时获得
VIP贵宾增值服务。
“税源通”，主要是向企业提供

缴纳税款的定向用途贷款。贷款发放
后，贷款受托支付到企业缴纳税款的
涉税专用账户上，并且贷款资金流向
仅限于人行国库。

市地税局相关人员告诉记者，企
业在使用产品时，需要携带产品方案
中列举的材料，向银行提出申请，由银
行进行资格审核。对于“税源通”产品，
由于贷款用于支付企业欠缴税款，并
由银行直接支付到涉税专用账户，因
此，企业在申请前要先进行纳税申报，
以便确定欠缴税款金额。

此外，自9月1日起还将陆续在民
生银行网点开设自助办税服务，为广
大纳税人提供便捷自助的办税场所。

$凃贤平 王志宇%

省市联动新平台
运行1年效果明显

调解劳动人事争议———

“我是6日下午在网上提交的
调解申请，没想到，在调解专家的帮
助下，第二天企业就与我达成了和
解。”小刘是我市一家企业的职工，
因企业原因被减员辞退，双方在辞
退当月的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方面
产生了争议。但小刘既没有跑仲裁
机构，也没有找律师诉讼，而是通过
网络登录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服务平
台提交相关信息，由调解专家通过
电话进行调解，仅用一天，就得到了
满意的结果。而如果像以往通过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立案处理，一整套
程序走下来，可能需要近50天的
时间。

据了解，我省自去年7月起在
全国首创建立全省统一的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服务平台。我市根据部署
同期推进，通过远程受理和办理调
解案件，指导用人单位依法用工，打
造快速调处劳资矛盾的绿色通道。

相对于仲裁立案处理劳动人事
争议案件，调解平台有三大特点：

一是两大渠道便捷受理。调解
服务平台从全省各级仲裁机构中选
聘优秀仲裁员，作为调解专家团队。

当事人可以通过拨打 12333电话或
登录江苏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服务网
（http://tjfw.jshrss.gov.cn/），提交
调解申请服务信息，挑选自己满意的
调解专家。

二是4小时内快速反应。调解专
家在收到平台反馈的案件调解信息后
半个工作日（' 小时内）快速反应，决
定是否受理，并与双方当事人联系，主
要通过电话进行调解。

三是10天内专家快速调解。为
了把握最佳调解时机，促进调解专家
迅速化解纠纷，调解平台对调解专家
的争议调解时间规定为 10天内处
理，充分发挥调解平台高效处理争议
的优势。

据了解，该平台运行一年来，我市
共发展调解专家10人，处理劳动人
事争议案件220件。今年以来，通过
调解平台调处的案件占仲裁机构立案
案件的5%。案件类型涉及劳动报酬
争议、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争议、经济
补偿金或赔偿金争议、社会保险争议
等。经调解专家审核后调处案件的成
功率为73.7%。

常人社 韩晖

百米《溧阳抗日史画》

本报讯 溧阳市溧城镇濑江社
区 63岁老人杨兆龙花 8个月时
间，于日前完成了 100米长的《溧
阳抗日史画》。

绘制前，杨老认真阅读了《溧阳
历史资料》《风云塘马》《新四军江南
指挥部抗日资料》等大量文献，还实
地参观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并寻
访了95岁的抗日老兵周森林等老
人。随后，他花了8个月时间绘画。

8个月里，他闭门不出，日夜奋战。
整个画卷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

分是日军暴行，第二部分是军民英勇
抗战场面。绘画成稿后，他花了1年
的养老金12000多元，裱好成卷。

下一步，他准备与有关部门联系，
在公园和广场进行展出，让更多溧阳人
能看到这幅画卷，让大家珍惜和平，发
奋努力，为实现中国梦、建设美丽溧阳
而努力奋斗。$芮曼菁 王田夫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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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还在
常州博物馆举行《梦回》敦煌文化创意视
觉秀，33套原创设计的服装，以敦煌的
沙丘、戈壁、岩石、壁画、胡杨、石窟为灵

感，雕塑般的造型营造出强烈的时空感。
在《敦煌石窟保护的70年历程》专题

报告会上，王旭东通过大量珍贵的老照
片，从敦煌及敦煌石窟、敦煌石窟艺术、
敦煌石窟保护70年、敦煌研究院的未来

等四个部分，讲述了敦煌研究院几代人
如何薪火相传，数十载坚守大漠，艰苦卓
绝发展敦煌文物保护事业的风雨历程。

昨天，全新的谢稚柳艺术馆也在常
州博物馆正式开放；由上海佳好艺术剧

团带来的滑稽戏《房产证风波》也于昨晚
在常州大剧院上演，引来市民阵阵笑声
和掌声。

明天，张大千大师作品展、林散之大
师作品展将分别在常州画院和刘海粟美
术馆开幕，原创先锋话剧《钱算什么东
西》也将在市文化馆惠民剧场首演。

本报提醒广大市民，常州博物馆每
周一闭馆休息。 $陈荣春%

拉开第二届“文化100”行动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