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本报记者 匡丽娜

10月21日，在重庆警备区渝中第
三离休所，重庆日报记者见到了“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纪念章获得者、92岁抗美援朝老战
士赵子明。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朝鲜的那段
岁月。”赵子明的听力已不甚敏锐、身
板不再挺拔、步履也已蹒跚；但他依然
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言谈间神采飞
扬。从他执意拄着拐棍站起来，庄严
行军礼的动作，记者可以感受到他心
中澎湃的豪情，和那份刻在骨子里的
忠诚与担当。

这幅景象，令人肃然起敬。
迎着午后短暂的阳光，赵子明回

忆起那段峥嵘岁月，用“笔谈”的方式
向记者讲述了一段段在他朝鲜战场上
的亲身经历。

初入朝鲜，先过语言关

“我在前线的作用就是‘听用’！”
赵子明笑着在字板上写下一行字，开
始回忆他的故事。

赵子明1928年2月出生，曾参加
过抗日战争、平北反扫荡、解放太原、
进军绥远、解放平津等战役。1951年
至1954年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任
政治部青年科副科长，荣获朝鲜三级
国旗勋章。

1951年6月19日傍晚，赵子明奉
命带领英文翻译和朝鲜联络员，随67
军在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进入朝
鲜。

为防敌机空袭,他们傍晚出发，严
格执行灯火管制，徒步摸黑行进。经
一夜行程，破晓前到达龟城。这是行
程的第一站，最终目的地是朝鲜中部
偏东的金城前线，任务是接替先期入
朝作战的27军的防务。

赵子明至今还记得朝鲜话称“水”叫
“木儿”“开水”叫“格林木儿”。他说，身
在异国，要与当地人交往，还要准备审问
战俘，必须努力学习朝鲜语,而学习朝鲜
语最快的方法便是从生活用语开始。

在龟城休息待命期间，赵子明在一

处空房前，看见一个大木盆和一个葫芦
瓢，里边落满了苍蝇，他便请教同行的
朝鲜联络员“水瓢上爬满了苍蝇”用朝
鲜话怎么说。“他告诉我‘葫芦瓢叫‘爬
嘎几’。苍蝇叫‘爬里’，连起来说就是：

‘爬嘎几、爬里、斯米达(多的意思)’。”
1951年8月，志愿军俘获了10多

名南朝鲜士兵和两个美国兵。审讯美
国兵时，他们首先请学过标准“剑桥英
语”的汪漫立主审。但有些话两个美国
兵却听不懂。他们只好又请年轻翻译
陈杰参加审讯，费了不少周折，才完成
审讯。

“原来英语也有方言与土话，发音
与腔调也不相同。这与我国情况一
个样。”赵子明呵呵笑着说。

吃不上蔬菜，很多战士
得了夜盲症

赵子明回忆，志愿军在开赴金城前
线的后半程，遭遇朝鲜40多年罕见的大
雨，山洪暴发，桥梁被毁道路被冲断。再
加上敌人的空中“绞杀战”不断轰炸封
锁，运输一度中断，物资供应困难。

“当时，战士们随身背负的粮食大
多吃光，后勤供应一时不能保证，为了

渡过难关，全军上下只好勒紧裤带。”
赵子明称，为了给予一线保障，部队采
取了分别对待的措施。

一线部队每人每天供给1斤粮(老
秤 1 斤为 16 两)，二线部队每人每天供
给12两，师以上机关每人每天配发8
两。此外部队还减少骡马的料粮，挤
出部分马料充军粮。当时在军机关的
赵子明，也只能顿顿喝稀饭。199师文
工队员们连喝了16天稀饭。

这种困局大约持续半月之久，情
况开始才有了好转。但青菜仍然奇
缺，因长期缺青菜导致缺乏维生素，许
多战士都患了夜盲症。

3次死里逃生，在朝鲜完
成终身大事

“在朝鲜战场，我3次与死神擦肩而
过。”赵子明告诉记者，一次是在1952
年初夏的一天，大约上午9点，赵子明和
干事赵旭光正在一孔半窑洞式的房内
工作。突然听到敌机轰鸣声，两人来不
及躲进防空洞，敌机已经飞临上空，并
投下一串炸弹，正好落在他们的房前。
所幸的是，两人并未受伤。第二次是他
们在前线，隐蔽起来的赵子明正拿望远

镜观察，突然看到前方有敌人，幸而敌
人并未发现他。第三次，赵子明和新调
来的副团长在前往前方阵地的途中，突
遇敌人发动炮火袭击，走在交通沟里
的赵子明大喊副团长隐蔽。遗憾的
是，副团长隐蔽不及，不幸被击中，当
即牺牲，年仅37岁。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订后，
在团首长及师组织科的撮合下，赵子
明与师司令部的文化教员、满族姑娘
潘景湘相识相恋，经批准，两人于1954
年6月15日在朝鲜结婚。

赵子明记得，婚礼仪式简单而热
闹。当时，政治处的草棚会议室长桌
上摆了几斤多年不见的糖果。团长、
政委及政治处的全体同志，在一起热
闹了一番，最后到中灶吃了一顿饭，便
算完成了婚礼。

“我和老伴已相伴走过66年，正向
白金婚奔进！”赵子明笑着说。如今，
赵子明每天仍坚持读书读报、看新闻，
遇到重要时政消息，他还会认真地摘
录在笔记本里。他说：“中央的一些政
策，让人很振奋。每天都有新鲜的事
情，我活到老、学到老，很充实，也很快
乐。”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赵子明：

“战场上我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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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10月21
日，为期一周的全国双创活动周圆满落
幕。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发改革获悉，今
年全国双创活动周期间，重庆分会场共
推出33项主要活动，线上线下参与者
达10万人次，为社会各界的双创者提
供更多机会。

33项主要活动包括创客交流、论
坛研讨、双创大赛、就业对接等，广受全
市双创人才及企业、投资机构等关注。
数据显示，2020全国双创活动周重庆
云上会场自10月15日上线以来，浏览
量已突破百万。

不仅线上活动收获关注，线下活
动同样热闹。10月16日举行的全国
双创周重庆分会场主要活动之一——
2020重庆英才大会·智汇两江·明月
湖创新科技成果推介会上，北京理工
大学重庆创新中心、史河科技等8家
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带来了高空作
业机器人、高精度近程车载毫米波雷
达、基于数字孪生的智慧城市操作系
统平台等4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中
国工商银行重庆两江分行等近30家
单位和企业也前来参会，共谋合作机
会。

备受瞩目和期待的，并不只有今
年。据统计，自2015年起，重庆已成功
举办5届全国双创活动周重庆市分会
场活动，每年同步开展“创响中国”“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就在山
城·渝你未来”等重点活动及子活动上
百场，累计线上线下活动人数超千万人
次。

双创活动周的热烈氛围，也折射出
重庆日益蓬勃的双创活力。据悉，全市
3个国家双创示范基地表现十分活跃，
两江新区、永川区获得国务院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地区通报表扬，猪八戒网入选
《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创新创业百佳案
例》。两江新区2019年全年研究与试
验发展（R&D）经费支出近70亿元，同
比增长12%；新增市场主体15502户，
同比增长19.68%。永川区加大财税扶
持力度，2019 年全区减免税收总额
16.8亿元，同比增长31%；2019年以来
新增科技型企业233家，累计发放科技
资源共享服务创新券1186万元。截至
目前，猪八戒网已累计成功孵化企业超
过10万家，双创服务覆盖全国31个省
级行政区域。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重庆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双创示范基
地强动能促改革稳就业作用，双创环境
不断优化、双创活力显著提升、双创成
效持续向好。2019年我市市场主体数
量为 274.68 万户，较 2015 年增长
41.74%；全市投入研发经费469.57亿
元，较2015年增长95.65%。

亮成果 找合作 寻商机

33项活动为双创者提供更多机会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0月 2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
2021年度“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
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将首次在我市举行。

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负责人介
绍，从2017年开始，我市已连续举办4
届区域赛和相关专题赛，涌现出一批
智能制造、节能环保及数字经济领域
的优质企业和项目。今年大赛参赛项
目达到1144个，数量比上年度增长近
一倍。

“市经信委还将为中小企业提供
‘五星服务’。”该负责人表示，这些服

务内容涉及金融扶持、创新创业培
训、企业孵化培育、知识产权专项服
务及宣传报道5个方面。其中，从即
日起到明年2月，我市将以每周1场
的频率，举办10场金融服务活动，计
划年内为30家重点培育中小企业实
现新增融资 1亿元以上；10月 26 日
至11月4日，将为参赛企业管理人员
提供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培训；将从参
赛企业优质项目中选出 34家，免费
提供两年期的孵化服务和办公场地，
并定期组织创业能力培训和提供咨
询诊断服务。

“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双创大赛
全国总决赛将首次在渝举行

本报讯 （记者 王翔 通讯员
向虹霖 金红梅）10月19日，由重庆市
总工会、四川省总工会、荣昌区政府联
合主办的2020年川渝畜牧劳动和技能
大赛在重庆荣昌拉开帷幕，来自四川、
重庆的36位选手开展了猪屠宰检疫系
列比赛。20日，又有178名选手进行了

荣昌猪后腿分割、猪瘟疫苗免疫接种、
猪前腔静脉采血、鸡翅静脉采血、母猪
阉割等项目比赛。

比赛主要分5个步骤进行，分别为
头蹄、胴体、内脏、寄生虫的检查，及出
具检疫合格证明。经过两天的激烈比
拼，最终，内江市东兴区总工会、重庆市

南川区总工会、荣昌区总工会夺得组织
工作先进集体。重庆市荣昌区管明江、
秀山县胡仁军、长寿区成建、南川区韦
川、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魏小波分别夺
得大赛5项技能评比一等奖。

据介绍，四川、重庆两地联合举办
此次大赛，是第九届中国畜牧科技论坛
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旨在更好地实现
川渝两地畜牧职工竞技交流、协作培
养、区域合作的目标，为打造一支高素
质产业工人大军注入鲜活力量。

川渝畜牧劳动和技能大赛在荣昌举行

□本报记者 汤艳娟

“现在我们这两个村，已联合建起了
3500亩宽皮柑橘园。”10月20日，重庆
日报记者在重庆市合川区六合村采访
时，村支书张军有些激动地说。就在去
年底，因为村民阻扰，六合村和毗邻的四
川省三叉沟村打通边界断头路的工程还
没开工就搁浅了，更别说两地合力发展
产业。没想到，今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启动后，当初阻扰修路的村民竟
主动让出土地支持建设。很快，边界断

头路打通了，柑橘园产业也发展了起来。
六合村是合川区二郎镇一个市级贫

困村，与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胜利镇三
叉沟村接壤。以前，石土路从两村经过，
但路况极差。去年下半年，合川区政府
与武胜县政府决定合作启动石土路改扩
建工程，其中包括打通六合村与三叉沟
村连接的一条断头路，涉及六合村2.5
公里、三叉沟村1公里。两个村也及时
对接，谋划了“组织共建、道路互联、产业
互助”的共同发展蓝图。

然而，要打通这条断头路，需占用六
合村37户村民的45亩土地。村支书张
军回忆，当时他和村干们多次上门做工
作，但村民大都不同意，工程无法开工，
就这样搁置了。

今年初，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明确提出“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这让张军在振奋之
余，有了主意。他和村干部们拿着 3

样东西，再次敲响了村民的家门，一是
中央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相关资料；二是合川、武胜两地政府的
道路规划设计图；三是两村宽皮柑橘
园建设规划，“我们还提前和相关部门
商定了‘土地租金保底+入股分红’的
土地补偿思路，给各户算了一笔发展
柑橘产业的经济账。”

这一次，37户村民被村干部所说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动了，纷纷与村
委会签约，让出了45亩土地。

今年6月，这条宽5.5米、长3.5公里
的扶贫路投入使用，两村也正式拉开了
合建宽皮柑橘园的序幕。截至目前，六
合村与三叉沟村已开展了4次产业交流
合作，还共建了1公里长的产业路，携手
打造了3500亩宽皮柑橘园，明年可实现
部分挂果。张军说：“我们准备共同发展
6000亩，5年后柑橘全部进入丰产期，
预计年产值有3000万元。”

打通断头路 共建柑橘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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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礼的赵子明。
本组图片由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10月15日，重庆警备区渝中第三离休所，赵子明（右一）正在讲述在抗美援朝的
朝鲜战场上，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