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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我区党史

学习教育由点及面、全面推开，

不断向基层延伸，党员干部传承

红色精神，凝聚加快发展合力。

4 月 17 日，朱林镇龙溪村

开展“学党史，红色故事大家

讲”活动，村干部和师生分别

讲述了《掩护战友牺牲自己的

胡汉强》《威震敌胆的游击队

长朱者赤》《挑货郎担的龚长

庚》等红色故事。与会人员表

示，现在的美好生活是革命先

烈用鲜血换来的，要传承和弘

扬革命精神，将党史学习教育

成效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

龙溪村党总支书记陶小兵表

示，学党史悟思想，红色火种

在心间，红色精神放光芒，近

年来全村党员干部率先垂范，

盘活土地、房屋等闲置资产，

结合朱林现代产业园建设，建

设标准厂房 5000多平方米、门

面房 1000多平方米，大力发展

物业型、租赁型经济，助力全

区两个加快。

尧塘街道水东村党总支日

前特邀区委党校教师作“学党

史、悟思想、干实事”专题讲座。

水东村现有党员236名，由于居

住环境、地域、年龄和职业不

同，除每月“党日活动”外，平时

很难集中学习。水东村党总支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坚持“日访

夜访”两步走，在周一集中下村

组基础上，推行“值班日夜巡”

制度，按照分片分工负责制，村

干部每周赴联系点走访调查，

切实做到村干部分片访、党小

组长包组访、支委包村访。同

时制定“三张清单”：一是“问题

清单”，每周对走访中收集到的

问题进行统一梳理，按照公益

事业、增收致富、环境保护、综

治维稳、党的建设五大类进行

归类 ，形成一份详尽的“民情档

案”；二是理清“责任清单”，通

过定人、定时、定责、定要求，有

效解决一批“疑难杂症”；三是

理清“办结清单”，凡是村民提

出的合理要求或建议，村两委

班子在规定时间内给予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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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业 1919 年出生于五叶

臧家村一个农民家庭，1940
年参加地方抗日武装，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 7月的一天，臧业

接到通知去岸头三家棚开会，

走到小丘至岸头渡口上了渡

船，见金坛方向过来 3 个伪

军，他因身上有武器便叫船

夫先撑船离岸。当船行至河

中心，3 个伪军到了圩埂上，

端着枪恶狠狠叫船夫把船靠

过去。船夫正犹豫，臧业叫

他把船撑回去。3个伪军上了

船，对臧业盘问起来。臧业

从容回答家住水北，是从城

里亲戚家回水北的。伪军见

他穿着破旧，又是水北人，

没有产生怀疑。船行至对岸，

臧 业 抢 步 上 岸 登 上 埂 顶 ，

“唰”一下从腰里拔出短枪，

“咔嚓”一声子弹上膛，枪口

对准刚上岸的 3 个伪军，喝

道：“不准动！把枪放下，退

后五步走！”“你、你是什么

人？”3个伪军一边哆嗦着问，

一边把枪放在地上。“我是新

四军，这里有我们的部队。”

臧业大声说，并迅速上前把 3
支枪的枪栓卸下。伪军背着

空枪被押至岸头街后一个竹

园边。臧业令伪军站住并转

过身来：“你们 3 人听好了，

第一，你们的枪被新四军缴

了，就不要回水北了；第二，

日寇快完蛋了，你们不要再

当汉奸替日寇卖命，回家好

好种地，当老百姓。”3 个伪

军连连点头，等臧业走后好

一会才敢离开。这件事，很

快在岸头一带百姓中传开。

（史料来源：《江苏人民

革命斗争群英谱》金坛分卷）

红 色 故 事

臧业勇缴伪军枪

人物名片：
徐洪庆，中共党员，现任朱林畜牧兽医站党支部书记，全国

“最美基层兽医”、全国“百佳基层兽医”，荣获 2016-2020年感动

金坛先进人物。

人物格言：
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

徐洪庆：

扎根基层37年 诠释“最美兽医”

行家都说，要问畜牧产业哪

里发展好，苏南板块看常州，常

州境内看金坛，而金坛畜牧业的

主阵地则在朱林镇。谈起朱林

镇畜牧产业，不得不提到一个

人，他就是朱林畜牧兽医站党支

部书记徐洪庆。37年来，徐洪庆

扎根在畜牧兽医岗位上，他用走

村串户、刻苦钻研、甘于奉献的

积淀诠释“最美兽医”。

倾力培育 带领农户脱贫致富

“你好，鸡场是吧？好的，马

上过来。”记者采访当天，徐洪庆

接到了当地养殖户刘胜泉的电

话，对方想向他请教养鸡方面的

问题，挂断电话后他就立刻赶到

了刘胜泉家中。

10多年前，开收割机的刘胜

泉突然患病，花光了家中所有积

蓄，几乎对生活失去信心。徐洪

庆主动上门结对帮扶，劝刘胜泉

建鸡场养鸡，并帮助协调解决了

养殖用地和 20 多万元的启动资

金。鸡场建起来了，徐洪庆又请

养鸡科技示范户手把手地向刘

胜泉传授经验。刘胜泉的身体

逐渐好转，家庭也脱贫致富。

从 2005 年起，徐洪庆不仅

为本镇 8 家畜禽养殖龙头企业

尽心尽力做好服务，还培育了

100多户像刘胜泉一样的养殖大

户。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养殖模式在朱

林镇生根开花。徐洪庆告诉记

者：“农户和公司合作之后，由公

司承担大部分风险，并且提供鸡

苗、饲料育品，原则上一个家庭

夫妻俩只要认真养鸡，一年也有

10多万元的收入。”

全力以赴 服务企业更好发展

金坛米猪是地方优良品种，

随着外引品种增多，米猪数量逐

渐减少，濒临灭绝。为了保住这

个种群，徐洪庆跑山区、走偏乡，

找到最后的米猪“后裔”，倾力开

发种猪繁育基地。在国家级生

猪核心育种场原址上，一个年产

出栏生猪 5 万头的现代化养猪

场正在动工建设。

2020年，突如而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对畜牧业造成重创。位

于朱林镇的江苏立华食品有限

公司在疫情来临时缺乏防控物

资、生禽运输受阻，徐洪庆积极

帮助公司排忧解难，把企业的损

失降到最低。

公司行政部员工卯小花至

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一

天早晨五点多，运输车辆在朱林

道口被拦下，公司员工只能打电

话向徐洪庆求助。徐洪庆连早

饭都没顾得上吃，10多分钟后就

赶到道口，当场协调解决了这件

事。在徐洪庆等人的帮助下，江

苏立华食品有限公司成为朱林

镇首个复工的食品企业。

扎根基层 真心服务永不褪色

去年 12月，徐洪庆正

式卸下了朱林畜牧兽医

站站长的职务，但多年来

扎根基层，他始终不愿放

下自己的老本行，仍然冲在第一

线，想方设法地为企业、养殖户

解决困难。

徐洪庆一家，从他的父亲

到他的女儿，三代人都是兽医。

“老父亲曾经和我说过，干一行

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我把

这句话又传给了我的女儿。”徐

洪庆凭着对畜牧兽医事业的执

着和热爱，保护了一方畜禽安

全，带动了一群农民致富。他

用日积月累的真心奉献和热忱

服 务 ， 诠 释 着 乡 村 兽 医 的

“最美”。

徐洪庆对生活和职业的态

度直接影响着女儿，他的女儿大

学毕业后也进入畜牧兽医行业，

深入研究金坛米猪地方品种保

护和利用，积极引入复旦大学鸡

LED 光源补光技术等。他们一

家扎根于同一个职业，三代人坚

持做好一件事：为畜牧兽医事业

奉献一生。

李鹏宇

1954年
● 7月9日至13日 金坛县第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

开。

● 11月15日至23日 中国共

产党金坛县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

● 11月19日 位于金坛、武进

两县间的湟里灌溉工程开工，国家

投资100余万元，至1955年竣工。

1955年
● 4月 金坛县人民检察院

成立。

● 10月 3日 全县第一个高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庄阳高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 年底 全县贯彻执行毛泽

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

报告精神，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

1956年
● 3月 15日 金坛县广播站

成立。1991年 1月更名为“金坛人

民广播电台”。

● 3月 金坛报社成立。5月

1日《金坛报》创刊，为中共金坛县

委机关报。1958 年 11 月改为《金

坛日报》。1960年12月停刊。

● 4月 26日至 30日 中国共

产党金坛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