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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探访富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2）

东洲保卫战史料陈列馆

聚焦
“跑改”新亮点

再现 80 年前富阳抗战史
【基地名片】
东洲保卫战是富阳人民抗击外敌侵略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2016 年 9 月 30 日，正好是烈士纪念日，由东洲知联分会副会长、
东洲街道陆家浦村村民陆人淼筹建的富阳首个私人抗战史料陈列馆——东洲保卫战史料陈列馆开馆，再现富阳人民奋勇抗敌的
场景。
史料陈列馆占地面积 70 平方米，主要有富阳抗战及东洲保卫战的图文展示、抗战遗存实物、抗战期间出版的反映东洲保卫战的
书籍、亲历者采访实录等，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无偿向公众开放。

→

战的历史。
“ 我是土生土长的东洲人，但对当
年发生在家门口的东洲保卫战知道得并不
多，比我年轻的东洲人肯定知道得更少。我
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不能让市民们忘记这
段历史。”陆人淼说，此后他开始搜集关于东
洲保卫战的相关资料，甚至萌发建一座纪念
馆来纪念这段历史的念头。

手绘图中的树木都经过反复考证
私人建纪念馆谈何容易。起初陆人淼手
头上的资料并不多，仅有一本原富阳历史学
会和富阳市党史研究室编印的《东洲保卫战》
和几张东洲保卫战纪念碑亭的照片，他需要
充足的材料——包括文字史料、口述史料和
实物展品等。在整个收集史料的过程中，陆
人淼不怕辛苦，
四处寻访，
反复求证。
在所有记录抗战过程的资料图片中，因
找不到原始照片，有五张是请朋友制作的手
绘图。陆人淼说，虽然是手绘图，但每个细节
都经过了反复推敲。其中有一张图描绘的是
东洲老百姓运送弹药、救护伤员的场景，为了
再现当时的真实景象，他走访了多位老人，对
道路两旁的树木品种、大小等都反复求证。
手绘图画出来以后，他又请了史料专家看过，
耗时数月时间才完成。
对于陆人淼来说，制图还原当时场景还
不是最难的，收集口述史料更不容易。由于
东洲保卫战距离时间太远，知道这场战争的
老人少说也已经 80 多岁了。而能寻访到的老
人中，有些虽然知道，但已经眼花耳聋，无法
再清楚地陈述；有些能听清楚能沟通，但却不

会书写。
“ 可能拿到一份有效的口述史料，我
得前后走访十多个老人。”
为了找到东洲保卫战中日军炮台遗址，
陆人淼还三次爬上东洲岛对岸的社井炮台山
（今属西湖区周浦乡）。炮台山原名次山，因
日军在此修筑炮台而得名，如今这一带大部
分已经改建为钱江陵园。因多年无人上山，
草木疯长，第一次陆人淼上山时，没找到遗
址，途中还遇到大蛇。不久后，在当地村民的
帮助下，
他再次上山终于找到了地方。

用 6 年时间建成，已接待上万人
2010 年到 2016 年，陆人淼以个人身份在
杭州、富阳等地的档案馆、史志办搜罗查询了
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走访记录了十余位亲
历者的文字 、影像资料，实地探访了东洲保卫
战几乎每个重要地理位置，还通过各种渠道，
搜集到了当时侵华日军使用物品等实物。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 年 9 月 30 日，东
洲保卫战史料陈列馆开馆，陆人淼也成了馆
里的义务讲解员，到目前为止先后接待上万
人来访参观。
展馆的开放受到了东洲人民的欢迎和支
持。2017 年，鸡笼山村村民朱先忠将一把抗
战时期军用刺刀捐赠给东洲保卫战史料陈列
馆。这把刺刀长 50 厘米、宽 3 厘米，虽然锈迹
斑斑，但刀刃还较为锋利。经区文物馆、区史
志办及军品收藏专业人士查看，军刺系一战
法国军用刺刀，二战期间二线准军事化部队
用的杂式装备。初步考证，是当年“浙江省国
民抗敌自卫团”
使用的刺刀。

【观感】
张建华（富阳抗战史研究专家）：
我参与了整个东洲保卫战史料陈列馆的
资料收集、史料整理、后期布展各个环节。作
为以抗战为主题的民间史料陈列馆，这在全省
也是不多见的。从里面的资料来看，东洲保卫
战史料陈列馆已经将能找到的、能征集到的资
料最大限度地展示出来，具有一定的史料价
值。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华斌）近日，区农业农
村局行政许可科对永昌镇昌岭村农居点建房涉及林业审
批以及邵家自然村 1500 米溪堤水利工程提供技术服务，
助力村民早日住上新房子，尽快修建溪堤，并与业务科、
站、所联合就邵家自然村 1500 米溪道修建共同分析问
题、共同研究对策，调整项目的立项文件，
分年度实施。
区农业农村局行政许可科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农、
林、水审批服务能力，上门党员服务小队针对性地上门调
研和指导，点对点、面对面指导、帮助当事人办理占用林
地许可，由党员跑代替申请人跑，目前已有 25 户村民
7000 平方米的农居点建房项目完成审批。
据了解，今后区农业农村局还将利用许可现场核查
环节需面对面接触群众的有利条件，开展党员面对面讲
解宣传，使群众能近距离地了解政务服务新动态，开展个
性化上门回访服务，近距离听取群众心声，征求办事过程
中存在意见，以问题、目标、效果为导向、改进服务提升群
众办事满意率和实现率。

减税降费精准帮扶
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明显

【基地故事】

东洲保卫战发生于 1939 年 3 月 21 日至 23
日，是侵占杭州、富阳江北一线的日本侵略
军，为进犯江南、扫荡浙东、策应正在进攻南
昌的日军而发起的。东洲是扼守富春江的战
略要地，岛上由浙江省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
守卫。
3 月 21 日拂晓，日军土桥一次师团松田
部队一部在烟幕弹、毒气弹的掩护下，从周
家浦乘橡皮舟偷渡。抗敌自卫团官兵临危不
惧、奋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东洲陷入敌
手。后在当地群众和友军的支援下，以死伤
军民 200 余人的代价，击退日军近 2000 人的
进攻，毙伤日军 50 余人，于 23 日下午收复了
东洲。
东洲保卫战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爱国军
民团结战斗共同御敌的结果，粉碎了日军渡
江南侵的企图，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
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浙江军民抗战必胜的
信念。时在浙江抗日前线视察的中共中央南
方局书记周恩来以国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长的
公开身份，特意到第一支队驻地大源视察，慰
问抗日将士。这段历史，陆人淼小时候就听
家里的长辈说起过，日军的暴虐、抗日将士殊
死血战事迹、朱家路“兵坟头”和陆家浦火桑
园一带埋着许多牺牲的抗日将士的旧事……
这些都在他心里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2010 年，本报计划作东洲保卫战专题报
道，委托本报市民记者陆人淼在东洲当地寻
找亲历者。他找到了时年 91 岁的亲历者陆全
元，这让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有关东洲保卫

由党员跑代替申请人跑
化被动审批为主动服务

钱江海关驻富阳办事处

记者 董剑飞

一段 80 年前的富阳军民抗战史

整合农、林、水审批服务能力

如果陆人淼不建这个陈列馆，东洲保卫
战这段历史很可能只能留在纸上。随着亲历
者越来越少，这段富阳人民英勇抗战的故事
也会越来越少人知道。陆人淼通过不懈努
力，用图片展览、实物展览等形式将这段历史
固定下来，很好地起到了铭记历史、警示后人
的作用，传承了东洲的历史，弘扬了爱国主义
精神。

陆丁祥（陆家浦村党总支书记）：
东洲保卫战史料陈列馆是陆家浦村的一
张红色名片，自开馆以来接待了大量党员、市
民、
学生及外地游客。我们村所有党员在实地
参观后都深有感触，他们一致认为，东洲保卫
战史料陈列馆再现了东洲人民英勇抗战的事
迹，提升了大家对东洲发展历史的认知度，是
一个推介东洲、
了解东洲的重要窗口。

本报讯（见习记者 倪慈丹 通讯员 匡心怡）2019 年一
季度，富阳外贸经济水平大幅增长，实现进出口总值 74.4
亿元，同比增长 34.55%。其中进口总值 46.56 亿元，同比
增长 55.56%；出口总值 27.84 亿元，同比增长 9.75%。钱
江海关驻富阳办事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出多举措助
推富阳外向型经济健康发展。

减税降费，将减少企业成本 1 亿余元
富阳办事处积极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大幅降低
企业成本。预计全年为企业缓税金额达 5.9 亿元，减少生
产占用流动资金 1 亿余元。据统计，富通通信共申报出
境加工“先出后进”业务 60 批次，价值共计 2600 万欧元。
目前，
出境加工政策已为企业节约流动资金 3 千万元。
原产地证书是出口商品的“护照”，企业可利用原产
地证书在国外通关时享受一定的关税减免待遇，从而降
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为方便企业就地办理原产地签证
业务，富阳办事处主动争取政策和签证资质人员，已于 4
月 1 日在东洲办事大厅开通了原产地签证业务。这项业
务的开通使辖区 1100 多家企业能就近申办出口原产地业
务，
从而打通了原产地签证便利化的最后一公里。
为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将“最多跑一次”改革进行
到底，富阳启动运行了海关“金关二期”加工贸易及保税
物流管理系统，实现企业办理加工贸易业务“跑零次”，推
动富阳区 50 多家相关企业办理保税加工业务的手续进
一步简化。同时，贸易手册实现网上申报与审批，预计可
为企业降低税收成本超过 2500 万元。
富阳办事处还创新浙北“水水联运”模式，在东洲港
开通“一站式”出口业务，整合了国外、国内运输段的不同
承运人，国内企业的货物可以从富阳起运“一站式”到达
国外目的地，减少了货代、清关的环节，提高了货物的通
关效率，
进一步降低水运物流成本。

精准帮扶，吸引全球供应商落户富阳
富阳办事处精准帮扶重点企业。通过开展集中调研
工作，以“走亲连心三服务”活动为抓手，对辖区光纤机
电、生物制药、冶炼铸造、食品等重点行业、龙头企业进行
走访座谈，建立“一对一”
“一企一策”重点企业服务制度，
主动送政策上门，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为大华科技量
身定制，探索生产原材料通过保税仓库开展“分批出库、
集中申报”
等进口模式。
据估算，2019 年，大华科技集成电路等商品全球采购
进口货值将达 5 亿美元，企业可以根据生产和市场需要
灵活调配物料采购订单计划，有效实现原料及产品“零库
存”，未来将吸引全球近二十余家知名集成电路及芯片供
应商落户富阳，打造以大华科技保税仓库为中心的供应
链集聚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