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麦拔节，油菜花黄。位于扬州
最东边的江都郭村镇，每天早晨都有
不少泰州人“跨界”来尝一碗被郭村当
地人称为“雀儿头”的庄桥馄饨。但岁
月静好的今天，并没有让这里的人们
忘却81年前那场可歌可泣的激烈战
斗——史称“东进序曲”的郭村保卫
战。战斗中新四军以一个多团击败敌
人13个团的战绩，被视为抗战中以少
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走进郭村保
卫战纪念馆，一抹鲜红醒目的数字映
入眼帘：“1940.6.28”，定格的正是这场
战斗开始的时间。

郭村在 1928年就建立了江都县
第一个党支部。抗战初期，遵照中共
中央指示，叶飞、管文蔚率新四军挺
进纵队，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抗日桥头
阵地，就在革命条件较好的郭村休
整。郭村处于日伪、国民党韩德勤
部，地方实力派李长江、李明扬等“两
李”三股势力的集结处。由于国民党
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挑唆，
李长江纠合 13个团的兵力，于 1940
年 6月 28日对移驻郭村的新四军挺
进纵队四面包围，轮番进攻。 挺进
纵队被迫自卫反击，坚守阵地，在地

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
逐次击退进攻之敌。陶勇率领新四
军苏皖支队奉命驰援，李部中共地下
党员王澄、陈玉生等率部起义，使挺
进纵队转守为攻。经过内外夹击，歼
灭李部3个团，李军全线溃退。7月3
日陈毅赶到郭村，命令部队次日攻克
塘头，收兵于泰州城郊。

扬州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洪军认
为，陈毅同志创造性提出“击敌、联李、
孤韩”发展苏北的方针，使郭村保卫战
成为我党我军成功运用统一战线策略
的典范，被认为是“奠定新四军华中抗
战领导地位的关键之战”。陈毅曾评
价：“我们保持了郭村这个据点，成为
以后我军对苏北之进攻出发地。”叶飞
认为：“没有郭村战斗，就没有黄桥决
战。”

郭村保卫战纪念馆内，志愿讲解
员张志芳还原了新四军反击国民党顽
固派进攻的自卫战斗过程：6月28日
拂晓，战斗打响。敌人13个团重重包
围郭村，并发起第一次总攻。我军顽
强反击，郭村保卫战首日告捷。苏皖
支队陶勇接到陈毅急电后，日夜兼程
赶到郭村，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

投入战斗，郭村的兵力增加到7个营。
6月29日拂晓，敌人发起第二次总攻，
李长江给部队许诺打下郭村放假三
天，任意烧杀抢夺，更加激起军民的愤
慨。当时郭村的老人和妇女，为前线
送来荞麦饼和红烧肉，年轻人则拿起
锄头和钉耙，不顾劝阻，偷偷跑到战壕
里与部队并肩作战，誓死保卫郭村。
郭村保卫战牺牲了500多名将士，蒋
鹤林是我挺纵部队唯一留下姓名的英
雄。战斗中眼看敌人即将突破我军防
线，他端起机枪，毫不犹豫跃出战壕，
在腹部连中数弹的情况下，仍紧握机
枪向敌射击，直至壮烈牺牲。

从6月30日到7月1日，挺纵分别
发动了“奔袭宜陵”“港口暴动”“宣堡
起义”三次战斗。经过7个昼夜的激
战，7月4日，“两李”部队被击溃败逃，
郭村保卫战宣告胜利。这场以少胜
多、以弱胜强的战斗为何能取胜？叶
飞之女叶小楠认为，胜利既有赖于党
中央对新四军在华中发展敌后抗战的
正确方针、政策和部署，也离不开当地
良好的群众基础。

2020年适逢郭村保卫战80周年，
郭村新建了东进精神实践基地，修缮
提升郭村保卫战纪念馆、新四军苏北
指挥部纪念馆，成立“东进”民兵排，并
将老电影《东进序曲》修复为高清电
影，整合资源打出红色旅游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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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红色印记

新华社电 近日，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印发《关于〈“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就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出安排
部署。

《通知》指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要结合各行各业实际，立
足本职岗位为人民服务，从最困难的群
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
实的利益出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
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激励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通知》强调，要聚焦聚力重点任

务，着力贯彻新发展理念办实事，让群
众分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共享高品质幸
福生活；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办
实事，建设美丽宜人、业兴人和的社会
主义新乡村；着力保障基层民生需求办
实事，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
有所扶取得新进展；着力深化政务服务
改革便民利民办实事，完善办事流程、
规范审批行为、提高办事效率；着力推
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办

实事，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
稳定创建在基层。

《通知》强调，要把察民情访民意作
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第一步，组织党
员干部深入基层群众、深入生产一线、
深入下属单位、深入工作服务对象，广
泛听取意见、了解民生需求。要聚焦群
众反映集中的共性需求和存在的普遍
性问题，聚焦发展亟待解决的痛点难点
问题，聚焦长期未能解决的民生历史遗
留问题，研究提出和实施“我为群众办
实事”重点项目。集中出台一批有利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政策举措，推出一批为民惠民便
民的实招硬招，实施一批直接造福于民
的项目工程，解决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
矛盾纠纷。要深化岗位建功和志愿服
务活动，带动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积极
参与，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水平。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组
织领导，研究确定重点民生项目清单，
协调推进重点工作任务；要坚持从实际
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安排为
群众办实事项目。要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注意为基层减负，切实把好事
办实，把实事办好，办到群众心坎上。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这里成为“以后我军对苏北之进攻出发地”——

郭村保卫战，“东进序曲”关键之战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白皮书今日发布

新华社电 4月 6日上午10时，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人
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并举行
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电 2021年3月31日至4月
3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福建先后
接待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
律宾和韩国外长访华后接受记者专访。

当前新冠疫苗成为下一阶段疫情
防控关键要素。但有人认为中国在推
行“疫苗外交”。请问对此有何回应？

王毅：在与病毒的竞赛中，我们已
跑赢了以疫情防控为重点的上半场，要
继续跑好以疫苗合作为重点的下半场。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疫苗民族主
义”开始在全球滋生，占世界人口16%
的富国获取了全球60%的疫苗，某些发
达国家的定购量已超过本国人口的
2－3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许
多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严重疫苗短缺，不
少国家甚至一剂难求，“免疫鸿沟”正在
成为令人遗憾和不幸的现实。

习近平主席早就明确宣示，中国疫
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
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
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中国贡献。中
方言必信、行必果。我们已经并正向
80多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
援助，同时向40多个国家出口疫苗，还
在同10多个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和生产
合作。这次来访的一位东盟国家外长
明确表示，中国不是搞“疫苗外交”，而
是在展现大国担当。

此次东盟四国和韩国外长接踵访
华，恰逢中美安克雷奇对话之后，相信
中美关系一定是重要话题。请问地区
国家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有何期待？

王毅：关于美方就对华关系反复提
出的竞争、合作、对抗几个说法，中方的
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如果要对话，中

方的大门随时敞开，但对话应该在平等
的基础上，以相互尊重态度进行，中方
不认可这个世界上还有高人一等的国
家，不接受世界上的事只能一国说了
算。如果要合作，中方表示欢迎，但合
作需要兼顾彼此关切，实现双向互惠，
不能单方面提条件、拉清单。如果要竞
争，中方不回避，但竞争应当公平公正，
遵守市场规则，而不应下绊子、用强权，
剥夺别人正当的发展权利。如果还是
要对抗，中国也将坦然处之，无畏面
对。我们坚决抵制对中国内政的粗暴
干涉，更坚决反对凭借谎言和虚假信息
而强行实施的非法单边制裁。中国不
能妥协，因为我们坚守的是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中国无法退却，因为我们身后
是众多的发展中和中小国家；中国当然
也有权反击，因为我们必须捍卫国家的

主权和民族尊严。
如何评价此次中韩外长会晤？如

何看待当前朝鲜半岛局势？
王毅：中韩互为永久近邻和战略合

作伙伴。明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两
国关系面临重要发展机遇。我们商定
要加强两国各层级交往，要在上半年启
动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进程，规划
设计两国关系未来三十年发展蓝图。

关于朝鲜半岛问题，双方重申应不
懈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确认
2018年美朝领导人新加坡联合声明的
重大积极意义。中方表示，处理半岛问
题的关键在于解决朝方多年面临的军
事压力和威胁。鉴此，实现半岛无核化
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应并行不悖，一体
推进。中方期待韩方更积极主动发挥
作用。

扬子晚报推出
“学党史 祭英烈”系列视评

扬子晚报“视评工作室”推出了
“学党史 祭英烈”系列视评，《缅怀
先烈学党史 不忘初心勇担当》《过
一个“气清景明”的清明节》《慎终追
远 逐梦前行》讲述今年是建党百
年，清明节我们要慎终追远，缅怀先
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广大
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继承优良传
统，厚植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系列评
论阅读数200万+。

系列视评提出，要以党史学习教
育为契机，以祭扫烈士墓等现场教育
活动为载体，学好党史这门“必修
课”。运用“清明节”这一传统节日，
接受党史的洗礼。扬子视评工作室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接待周边五国外长访华后接受媒体采访

中方不认可这个世界上还有高人一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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