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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潼南区双江镇，人来人往，热闹非
凡。这个位于四川盆地底部的古老场镇，自古就
是商贾云集，市场繁荣之地。

镇上有东、南、西、北、中5条石板小街，北街
最为繁华，从街口前行百米，有一幢前店后院的
木结构穿斗悬山建筑，当地人称之为“邮政局”，
这里就是杨闇公的旧居。

杨闇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年我们
纪念他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带着这些问题，
重庆日报记者近日走访故地、采访专家，力图还
原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一生曾经历5次险难

杨闇公旧居是一幢二进四重天井的四合院
式木质建筑，有大小房间39间。面街的堂口原为
盐号和代办邮务的铺面，往里是正房，中间为堂
屋，门前悬挂对联“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1898年，杨闇公就在这里出生。”杨尚昆故
里管理处工作人员杨雪兰介绍，杨闇公出生在一
个封建大家庭，父亲杨淮清开明进步，大哥杨剑
秋、二哥杨衡石均为日本留学生，参加了孙中山
领导的同盟会，堂兄杨宝民为川中著名的革命人
士，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受父亲和兄长们的
影响，杨闇公自小便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意
识。

8岁那年，正和同族子弟在私塾里背诵古文
的杨闇公，突然发现其中一人的大白扇上，密密
麻麻地印着小字。他借来一看，怒不可遏，愤怒
地将纸扇撕碎扔在地上，并说道：“国耻！国耻！
简直是莫大的国耻！”

原来，那扇面上竟印着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清
政府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显然这是帝国主
义国家借推销洋货来宣扬他们的侵略政策。杨
闇公说，“扇子我照价赔偿。但这种辱我中华民
族的洋货，今后大家决不能用！”

杨闇公曾对自己有一句评价：“我是旧社会
的叛徒，新社会的催生者。”正是因为不愿受封建
礼教羁绊，杨闇公在族人眼中也是个“千翻客”
（意为调皮不听话的人）。

1912年，14岁的杨闇公提出，要走出双江
“进新学、增知识、广见闻”。这当然受到封建族
长的阻挠，杨闇公竟然在茶馆中当众剪掉了族长
的辫子。

在家人的帮助下，19岁的杨闇公曾东渡日本
并待了三年。杨尚昆同志曾在回忆录中记叙：

“四哥（杨闇公）告诉我，在日本3年，曾被警视厅
抓过两次：一次是因为和同学们组织读书会，读
《经济学》《社会主义神髓》（这些书都是宣传马克

思主义的，虽然内容还很驳杂），被警视厅拘留，
说是读书会没有经过学校许可，在他据理力争后
释放了。第二次是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留日学
生结队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愿，被日本警视厅关
押了8个月。他的这些惊险故事，我听得津津有
味。”

“事实上，杨闇公一生共经历了 5次大险
难，为革命出生入死，矢志不渝。”杨雪兰说，在
日本的那两次应该是杨闇公经历的第三次和第
四次遇险。第一次是他在江苏军官教导团时，
为了讨伐袁世凯称帝，受命去上海秘密筹运军
火，被巡捕发现。他穿弄堂，越屋顶，数次变换
发型才得以脱险。第二次是回到教导团后，参
与江阴炮台官兵起义，遭北洋军阀围捕。情急
之中，他夺窗跳岩，滚坡出逃。第五次便是重
庆的“三·三一”大惨案。在这次事件中，杨闇
公翻城越墙，再次脱险。第二天，他又冒险去
城里联络同志。同志们都劝他暂避一时，可他
声泪俱下地说：“敌人如此残酷，我岂能还顾个
人的安危啊！”

用“闇公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

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这是杨闇公的座
右铭，也是他一生的写照。1927年“三·三一惨
案”后，杨闇公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一块永不磨灭的“马掌
铁”。1937年，周恩来同志称赞杨闇公是“为第一
次国共合作牺牲的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先后举行过5次大规模纪念杨闇公的活动。
邓小平同志三次为杨闇公烈士陵园、杨闇公铜像
和《杨闇公日记》题词、题名，朱德同志题写了杨
闇公墓碑碑文，刘伯承、吴玉章、聂荣臻、杨尚昆、
廖汉生、任白戈、张爱萍、张秀熟、罗世文等同志
也曾为其撰文作诗、题词悼念。1992年，江泽民、
李鹏同志为纪念活动和杨闇公故居题词、题名。

“潼南区近年也是深度挖掘红色资源，大力
弘扬闇公精神，以此教育激励全区人民，激发大
家干事创业的热情。”潼南区党校副校长陈春贵
介绍，潼南区已先后出版了《杨闇公文选》《杨闇
公故事集》《杨闇公事迹》等书籍；编写了《磨不灭

的马掌铁——杨闇公》《风雨人生·松柏气节——
杨闇公 杨尚昆的故事》《杨氏家国梦》等党性教
育教材；排演了《杨闇公》《血洒佛图关》等川剧；拍
摄了电影《杨闇公》，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再现了杨闇
公短暂而辉煌的人生，以此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内涵和意义。

同时，潼南区还以杨闇公旧居等为依托，设
立了杨闇公精神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地，采用课
堂教学、现场感受、情景模拟等方式，对广大党员
干部开展红色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仅2017年，
已培训59个班次，培训市内外干部6832人次，有
力地提升了广大干部的理论素质和党性修养。

“我们要像他那样，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
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努力为改变我们潼南的面
貌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杨闇公旧居，一位在此参观
的潼南区普通党员对重庆日报记者说。

用烈士的光荣事迹教育后辈

今年4月6日，苍松翠柏掩映下的潼南区杨
闇公烈士陵园，显得格外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人

士及当地干部群众数百人聚集在此，共同瞻仰、
缅怀革命先烈杨闇公。91年前的这一天，杨闇公
在佛图关下壮烈牺牲。

今天，我们该用什么方式来祭奠这位英烈，
我们应该学习他的什么精神？缅怀杨闇公对我
们当下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4月13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应
邀在潼南做了《缅怀闇公业绩 弘扬闇公精神》
的精彩报告。

周勇1991年曾担任潼南县委副书记，对杨闇
公的事迹和精神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说，杨闇公
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我党早期军事工
作的优秀领导人，是四川早期党组织的杰出领导
人，是重庆人民最优秀的儿子。

“今年是杨闇公烈士诞辰120周年、牺牲91
周年。我们缅怀杨闇公，就是要用烈士的光荣事
迹教育我们的后辈。首先，要学习他为了民族兴
旺、国家富强、中华振兴，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的
求索精神。”周勇说，杨闇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
真理，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
信仰，并为捍卫真理献出了生命。杨闇公曾经给
儿女取名为“赤化”“共产”，以此表达自己坚持不
懈地追求真理的决心。

“缅怀闇公烈士，还要学习他铭志马列、坚持
真理，始终不渝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拼搏的
坚定信念。”周勇说，杨闇公牺牲的时候，被“挖
眼、剁手、割舌”，还身中三枪，这是何等的惨烈。
杨尚昆同志曾说“他这个人，非死不可”，就是指
杨闇公的信念坚如磐石，至死不移。所以，在新
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
中，我们要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决不彷徨，决不动摇。

第三，要学习杨闇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工
作作风，“躬行实践”、联系群众、探索创新的品
格。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
事求是，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开展调
查研究，勇于创新，敢于试验，积极引导和教育广
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
实践。

第四，还要学习杨闇公大公无私，忘我工作，
“牺牲个人为群众”的无私奉献精神。今天，我们
就要像杨闇公那样，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为人
民服务，努力为实现重庆的新跨越，开创重庆工
作新局面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缅怀杨闇公
烈士，还应该学习他胸怀博大和志存高远的高尚
情操。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
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
于人民的人。

周勇说，“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既是杨
闇公的座右铭，同时也是“闇公精神”的生动写
照，“这是100多年前杨闇公立下的‘初心’，也是
今天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应该永志不忘的‘初
心’。”

杨闇公 一块永不磨灭的“马掌铁”
本报记者 匡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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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腿换一条命，值了

问：当初选择救人让自己失去一
条腿，后悔吗？

徐前凯：当时来不及多想，救人，
就这么简单。一个老人家一个长辈，
我应该尽自己能力去救她。现在看
来，一条腿换一条命，值了！

事后，被救老人来到我病床前，
看望我并表示感谢，我才得知，老人
耳背且腿脚不灵活，当时为抄近路才
横穿铁轨回家。如果时光重来，我还
会冲上去。

我知道这可能给自己带来极大
的危险，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那一
瞬间我不能袖手旁观，我有我的责任
和担当。

现在我已经穿上假肢，天气好的
时候也外出练习走路，虽然还要用单
拐辅助，但我相信，我多练习多磨合，
肯定能重新振作起来，独立生活。

我也想用我的例子告诉广大青
年，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挫
折，有些甚至带给你致命的打击，但
是选择退缩是没用的，必须要勇敢面
对它、克服它，只有拼搏过、奋斗过才
能让自己没有遗憾。

面对正义，青年需要挺身而出

问：你认为当代青年最需要具备
的品质是什么？

徐前凯：我认为现在的青年需要
一种勇于担当、敢于面对的品质。比
如当青年遇到“碰瓷”或者“扶老人被
讹”等事情的时候，是选择事不关己，
还是选择挺身而出？我的答案是挺
身而出！如果你的内心认为这件事
是对的、是正义的，那你就要勇于去
做，不要太过计较得失，毕竟我们的
社会善良还是更多一些。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当时在西安
医院安装假肢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可
以在假肢外面装一层海绵，把假肢包
裹起来，这个海绵能够撑起裤腿，从外
表看起来就和正常腿没什么区别。但
是当时我就拒绝了，因为我失去一条
腿是现实，我不需要去伪装。坦然接
受，也更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这就
是我说的勇于担当，敢于面对的精神。

当然品质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需要从小培养，我希望有越来
越多的青年能够从现在开始，给自己
定一个目标，做一个有担当、有抱负、
有追求的好青年。

重庆日报记者连线赴京领取“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陈冰、陈丽芳、徐前凯

谱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篇章
本报记者 周尤

1981年7月生，中共党员，现任重庆
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刑事侦查支队刑
事技术大队（五大队）教导员。2010年在
勘查一起盗窃案中，陈冰不幸被万伏高
压电击中，右臂截肢，右腿永久性功能障
碍。历经三次大手术、从死亡线上走回
来的他，以顽强毅力重新学会站立、行
走、穿衣、吃饭、写字，并婉拒组织照顾，
第一时间申请重返刑事技术岗位。2012
年以来，他先后整理刑事案卷5000余份，
从中分析线索直接破案30余起；参与20
余件大要案，抓获嫌疑人20余名。

1987年12月生，中共党员，现为中国
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车务段车
站值班员。2017 年 7 月 6 日调车作业时，
徐前凯发现一名老人突然径直横穿铁
路。千钧一发之际，徐前凯果断跳下运行
车列，抱住老人奋力将其推出轨道外。老
人得救了，他却因来不及避让惯性运行的
列车，右腿不幸被碾压，导致膝盖以上高
位截肢。日常工作中，徐前凯爱岗敬业恪
守职业道德，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踏踏实
实做好本职工作，9年来未发生一起违章
违纪问题、消除了多起事故隐患。

获悉我市青年陈冰、陈丽芳、徐前凯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后，重庆日报记者连线北京，转达我市团员青年对他们
的祝贺，并请他们回答了青年学生代表西南政法大学传播学2015级研究生黄勇、青年创业者代表酷虫巴士创始人陈云和
青年志愿者代表重庆市“山茶花”脱贫攻坚青年志愿者秦婧提出的问题。

核心
提示

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不后悔当警察，磨难
是一种成长、一种财富

问：在我看来，8年前的那场意
外对你来说就是一场人生的噩梦，
你现在后悔当警察吗？

陈冰：对于8年前的那场意外，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多么的不幸、多
么的痛苦。虽然说大家都希望自己
的人生一帆风顺，但是我觉得，如果
人生真的会存在低谷期、灰暗期，那
也是人生中应该有的一部分色彩。

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去刻意
回避它，而是选择了直面它。比如我
妈妈问我后不后悔选择警察这个职
业？后不后悔那天去上班？我觉得
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假设，没有必要去
后悔。人应该往前看、往前走，磨难
对于我而言，是一种成长、一种财富。

父母和社会应该给
予青年更多的锻炼

问：如果不后悔，那该怎样面对
人生的重大挫折？现在一些青年在
面对挫折时往往选择逃避，你有什
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陈冰：现在的大部分年轻人，特
别是90后、00后，他们的生活环境
非常优越。不管是他们个人成长的
社会环境也好，还是家庭的经济条
件也好，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我
们父辈或者是我们这一代。他们在
这种环境下长大，很少遇到像我这
样身体残疾的重大挫折。

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来自父母
的责备、学习上的不如意，在我们看
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很大的挫败。我在日常工作中
常常会遇到部分青年因为一些小困
难就采取极端手段的案件，每当看
到这些问题，我就经常在反思，究竟
该如何做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我觉得，父母和社会应该给予
青年更多的锻炼，而不是娇生惯养、
各种宠爱，让他们独立生活，独自面
对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挑战。对青
少年进行正能量的引导，是我们新
时代青年榜样应该发挥的作用。我
觉得，除了榜样的引领，家庭、学校、
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培养和引导也很
重要。

最后，我想对广大青年说，主动
拥抱新时代，主动去创造、去实现自
己的梦想，才能拥有最幸福的人生。

找到工作的意义，才能
干一行爱一行

问：你在工作岗位上做出那么多不
凡的成绩，肯定是特别热爱自己的工
作。但现在很多青年只把工作当作生
存的工具，请问如何才能做到干一行爱
一行？

陈丽芳：我不认为工作只是生存的
工具，我认为在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是
最大收获。

工作之初，作为女生我同样被分配
到车间和其他男生一样干活。我也常
常问自己，别的女生为什么每天穿着漂
亮衣服，而我只能穿工作服，工资待遇
又不是很高，我做这些工作的意义在什
么地方。

但当我看到前辈们每天在现场工
作十几个小时废寝忘食时，当我慢慢了
解到了我们的工作的重要性时，我就找
到了工作的乐趣所在。

“干一行，爱一行”说起来简单，但
做起来难，需要你真正深入了解自己
的工作，从而找到工作的意义。希望
广大青年都能沉下心来，不以工作岗
位的高低论输赢，而是以对社会的贡
献分高下。

创新创业不仅是赚钱

问：创新创业对青年来说至关重
要，关于这一点你有没有什么忠告？

陈丽芳：我认为创新就是在各领域
中运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哪怕是
一点点小改变也可以是创新。对于青
年来说具备创新能力是不可或缺的。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因此青年
必须要让自己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
创新创业的能力。

为此，我有三点建议：第一点是要明
确创新创业不仅是赚钱。我认为它是一
种乐趣，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同时要有危
机感，因为创新创业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
顺；第二点就是要明确目标，选择自己热
爱的行业，保持激情，并且发挥自己的特
长和天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一点永
不过时，在创新创业中也不例外，只有自
己热爱它，才会花时间和精力去钻研去提
高；第三点就是坚持。在创新创业过程中
可以借鉴别人的做法，但不能按部就班，
必须一直怀着创新的精神，在这条路上走
下去，即使遇到失败也不要轻易放弃。虽
然我们可能要经历上百次、上千次失败，
但在失败当中也会有所收获，所以大家一
起奋斗吧，毕竟奋斗的青春才最美丽。

1981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现任西南
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锻造厂模压工
艺主管工程师。陈丽芳参与了“特大型燃
气轮机涡轮盘锻件研制”“大型飞机用锻
件、模锻件研制”“镁合金的研制与开发”
等国家重点项目的材料研制，获得了11项
国家专利。同时，陈丽芳攻克成型难、温
度高、模锻压力受限等系列问题，成功研
制出全国最大型的高温合金模锻件，填补
了国内空白。

人物档案·陈冰

人物档案·陈丽芳

人物档案·徐前凯

对话陈冰——
主动创造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话陈丽芳——
在实践中提高创新创业能力

对话徐前凯——
青年要勇于担当、敢于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