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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说

1943年的重庆是国民党统治的
中心地带，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充满
了危险，形势相当严峻。组织上出于
安全考虑，决定派地下党重庆新市区
区委委员江竹筠假扮重庆市委第一委
员彭咏梧的妻子，协助他工作。

为了革命，她毅然接受
这项特殊任务

“最初，江竹筠有些犹豫。”重庆红
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
馆员王浩介绍，江竹筠于1920年8月
20日，出生在四川自贡大山铺镇江家
湾一个贫苦家庭，1939年夏加入中国
共产党。

“要长期与一位异性共同生活、朝
夕相处，对于一位23岁的未婚女青年
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王浩
称，江竹筠理智、果敢、坚毅，她明白这
一切都是为了革命，毅然接受了这项
任务。

从此，江竹筠和彭咏梧逐渐成为
了最亲密的同事和战友。彭咏梧工作
经验丰富，处事沉稳，江竹筠在很多方
面向他学习；同时江竹筠在生活上又
给予老彭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在共
同生活、共同战斗、共同历险的经历
中，相互关怀、相互敬重，渐渐地产生
了感情。1946年，江竹筠和彭咏梧的
儿子彭云出生。

1948年1月16日，彭咏梧在下川
东武装起义中，率部与敌人遭遇，壮烈
牺牲，头颅被敌人砍下悬挂在城楼上
示众。江竹筠得知老彭身首异处，泪
水夺眶而出。在给谭竹安（彭咏梧前
妻谭正伦之弟）的书信中她写道：

“……由于生活不定，心绪也就不
安，脑海里常常苦恼着一些不必要的
幻想。他是越来越不能忘了……”“在
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的确已经死了，
而且很惨……家里死过很多人，甚至
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今天这样
叫人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为了不让战友们过多地担心，江
竹筠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坚强地继
续工作和生活。王浩称，组织上考虑
到江竹筠经受了巨大打击，再三要
求她留在重庆工作，照顾儿子彭云，
但她拒绝了。她坚持要奔赴下川东
地区。她考虑到自己对下川东地区
的工作很熟悉，不愿让其他同志以
身犯险；同时，那里也是老彭战斗、
牺牲的地方，她想要陪在爱人身边，
不愿离开。

“坚持学习、锻炼身体、
迎接解放”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
卖，江竹筠不幸在万县被捕。6月15
日，与地下党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等
一起由万县转押至重庆渣滓洞看守所。

特务在提审江竹筠时，开始时煞有
介事地一连提了十多个问题，江竹筠都
一概是一问三不知，甚至连彭咏梧都说
不认得，后来干脆啥都不回答了。

特务命令军士对江竹筠使用酷
刑。夹竹筷子，老虎凳，江竹筠多次痛
得昏死过去，又被凉水浇醒。反复多

次，但得到的仍是江竹筠的厉声斥骂。
江竹筠的坚贞不屈，感动了狱中

难友，他们自发地秘密展开了慰问活
动，并亲切地称之为“江姐”。慰问品
有小小的罐头、几滴鱼肝油乃至半个
烧饼，更多的则是难友们用竹签子蘸
着红药水或自制炭黑写在黄色草纸上
的诗和慰问信。

江竹筠的坚贞不屈和英勇斗争，
扫却了因为组织遭到大破坏而给监狱
注入的沉闷气氛，更激励了整个渣滓
洞监狱的难友，使全体难友更加坚定
了革命意志，凝聚力也空前增强。为
鼓舞狱中战友的斗志，她提出“坚持学

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的口号。

“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
服淡饭足矣”

“作为一名革命者，江竹筠早已将
生死置之度外了。作为母亲，她无时
无刻不在思念着儿子彭云。”王浩道出
一段往事。

1949年8月，经过营救，同狱的
曾紫霞获释。出狱的头天晚上，江竹
筠用竹签蘸着棉灰制成的“墨水”，在
极薄的毛边纸上写了一封“托孤信”，
委托曾紫霞交给谭竹安。

信中江竹筠写道：“我有必胜和必
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我就下了坐两
年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年底有出
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
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
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话又得说回
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
定。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
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
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
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这
就是一位钢铁般坚强的女性，在生命
的最后时刻，给她的孩子留下的全部
的财富。”王浩说，江竹筠的故事充分
体现了她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信
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崇高的共产主义
信仰赋予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
这种意志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也
必将激励新时代共产党人劈波斩浪，
奋勇前行。

江竹筠：碧血丹心铸丰碑
本报记者 匡丽娜 通讯员 周万炯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
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
开……”这是川剧《江姐》中，江竹筠
的铿锵唱词。

1961年12月，小说《红岩》出版，
迄今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多国
文字，《红岩》中对“江姐”立体、丰满
的塑造，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如
何将发生在重庆的这一革命历史故
事，以舞台剧的方式呈现给观众？近
年来，我市各大艺术院团对此做了新
的尝试。

重庆市川剧院精心打造的川剧
《江姐》取材于小说《红岩》，由三次梅
花奖获得者、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领
衔主演，大反派甫志高、沈养斋则由
梅花奖得主孙勇波、胡瑜斌扮演。“三
朵梅花”同台飙演技，让这部红色经
典更具艺术感染力。自2018年1月
首演以来，已在北京、重庆、四川等地
演出近70场，观众8万余人次。

“把‘红岩’革命历史故事用川剧
来演绎，是一次重庆本土优秀传统戏
曲文化和爱国主义革命精神的完美
融合，以此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
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庆市
川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川剧《江姐》
将“狱中八条”巧妙地融入剧中，当江
姐慷慨就义时，舞台背景屏上展现出
一位位革命烈士的姓名，并逐一呈现

“狱中八条”的内容，场面不仅震撼也
令人警醒。

“根据《红岩》小说改编的电影、歌
剧、电视作品等有很多版本，如何避免
脸谱化的呈现，再现信仰的故事，为
此，我们从形式到内容都做了全新演
绎。”重庆市话剧院院长张剑说。

话剧《红岩魂》，用5个故事串联
全剧，艺术再现了刘国鋕、王朴、陈
然、小萝卜头、江竹筠等英雄群像，诉
说了他们的青春、热血、信仰和忠诚。

记者在第5场戏中看到这样一

幕：特务徐远举妄图获取更多革命
志士姓名，安排了一场与江竹筠的
会面——

“看来江小姐不太配合。你知道
那边的房间是做什么的吗？只要人
进去，不死，也得脱层皮。”

“我知道这里号称人间地狱，我
也知道你们的刑具有四十八套。不
过，徐远举，你高估你的那些刑具的
作用了。”

“江小姐，结论不要下得过早。”
“我的很多同志不是已经证明了

我的论断了吗？”
通过这二人的对话，一个面对特

务无所畏惧的江竹筠，及其坚定的信
仰被巧妙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

一部部生动的文艺作品，是用
好、用“活”重庆红色资源的有益尝
试，“这些作品生动、鲜活，使人有身
临其境之感。”党员陈子仪观看话剧
《红岩魂》后深受鼓舞。

用“活”红色资源 我市多部文艺作品打造舞台上的“江姐”
本报记者 王丽

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
址暨周贡植故居位于九龙坡区铜罐
驿镇陡石塔村，主体建筑面积1100
余平方米，2019年7月1日正式对外
开放。《初心·使命·奋斗——巴渝地
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物史料展》同
时在周贡植故居开展。

周贡植生于1899年，1920年与
邓小平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后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5年受党派遣回渝，
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四川省
临时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工作，并发动
成立了九龙坡区最早的党组织——
中共铜罐驿支部。

1928年2月10日至15日，周贡
植利用其父为乡长的身份，以举行酒

宴为掩护，在周家大院组织召开中共
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中共四川省
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
四川省委，周贡植任农委书记兼组织
部部长。中共四川省临委扩大会议
的召开，使得四川省（彼时重庆为四
川省政府驻地）地下党组织活动得以
蓬勃开展。

不久后，周贡植被捕，1928年4月
3日英勇就义，年仅29岁。就义前，周
贡植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在狱中
高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歌》，并拒
绝其父用重金保其出狱的打算。

周贡植故居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文字由九龙坡区委宣传部提供）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开展主题
教育应始终紧扣“人民”二字，在为民
服务解难题中践行初心使命。

我们从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
的紧迫问题做起，把主题教育的成果
落在解决问题上。首先坚持目标精
准，璧山区36名市管领导干部带头逐
户走访，特别是对脱贫攻坚问题进行
了拉网式排查；向全区近600家重点

市场主体发放公开信开门纳谏，甄选
38个突出问题作为市管领导干部调
研课题。同时，突出过程精细，将136
个问题纳入督查督办智能系统跟踪
督办，实行自动留痕、自动提醒、自动
评价全链条管理，做到见人见事见责
任。此外，坚持结果精致，我们把人
民满不满意作为衡量标准，已立行立
改解决群众反映突出问题76个。

璧山区委书记蓝庆华:

我们学校在10月11日召开了校
领导联系中青年人才座谈会，30 名
与会代表分别围绕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教学科研条件、服务保障、经费保
障等方面提出问题和建议。

我们现场听取意见后，能够当场
答复的立即答复，对需要进一步改进
的，我们提出立刻制定工作方案、限期
整改到位。如针对师生反映报销效率

问题，我们加强报账业务流程梳理和重
整，专设初审岗，在单据投递环节强化
初审岗人员配备，极大降低集中报销的
退单率，明显压缩报销周期，现已将个人
报销款到账时间压缩在12个小时内。

下一步，我们还将试行收单时全
面审核，面对面反馈审核结果，不让
师生重复跑路，将报销款到账时间压
缩到8小时以内。

重庆邮电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李林：

作为一名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
书记，为社区居民谋幸福始终是我的
初心和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社区通
过入户走访、院坝会、网格微信群等
方式，收集到了辖区居民最关心的一
些问题，诸如养狗扰民、广场舞扰民、
小区停车矛盾突出等。为解决这些

难题，社区党组织积极推动居民自
治，比如建立起居民议事会机制，引
导居民就社区日常管理事项等进行
民主协商和自我决策；成立志愿服务
队，帮助困难群众、调解居民矛盾。
接下来，我们还会将党组织领导下的
居民自治推向深入，不断优化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大渡口区建胜镇百佳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张伟：

我是村里的种植大户，种植枇杷
15亩、桃子5亩。以前不通公路，每
到果子成熟的季节，只能肩挑背扛把
水果弄到山下，再通过公路运出去销
售，很麻烦，也影响收入。

村里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邀请我去参加了征求意见
会，村党支部书记还介绍了新居环境

建设、土地资金入股、河道整治等方
面的政策和打算，这让我很受鼓舞。

我们群众切实感受到了主题教育
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现在，公路不
但进了村，还入了户，我家的果子成熟
后可以直接用车运出去销售，游客也
可以直接到果园里来采摘，收入比之
前多了很多。

渝北区双凤桥街道兴旺村六组村民雷厚荣：

第六批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礼
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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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芸）綦江区古
南街道百步梯社区党委书记杨光梅，
前不久逐一走访文昌巷各楼栋，征求
居民对整治车辆乱停放问题的建议，
汗水亮晶晶地挂在她额头。

“给基层‘减负’后，我们在办公室
少了，为群众服务的压力更大了。”杨
光梅说。近期，古南街道对基层“减
负”效果进行统计，发现村居干部“报
材料”的工作量减少三成；居民反映见
到干部的时间多了50%，干部服务效
率更高。

今年是“基层减负年”，但早在去
年古南街道就着手为村居“减负”。“去

年初，我们梳理辖区23个村居的职能
后发现，每个村居平均要承担上百个
事项，存在‘职责多、人员少，考核多、
关心少’等问题。”街道党工委书记张
文野说。为此，街道召集村居干部和
居民座谈了四五次，制定了适应本地
实际的“减负”试行办法。

花坝村成为首个“减负”试点村。
村“第一书记”柯晓娟从电脑上调出

“花坝村信息系统采集表”，各户居民
家庭成员、性别、房屋情况等16项基
础数据一目了然。

“这张表覆盖了日常报送上级单
位基础数据的六七成。”柯晓娟说，以

前上报各单位的数据40%左右有重
复，但因职能“条块分割”，经常为同一
数据反复询问同一户居民，造成时间
与精力上的浪费。

去年5月，村里将经常用到的数
据整理为基础数据库。平时，无论哪
位干部下村，都要反馈了解到的基础
数据更新情况；此外，数据库必须半年
全面更新一次。

“现在更重工作实效，效率大大提
高。”花坝村村支书蒲玉兵说，往年贫
困户回访每次要20个人搞3天，今年
两个干部只花了两天就完成。

下村收数据的时间少了，群众见

到干部的时间是否也会变少？
“这是两天内我第三回碰到代书

记了。”两路村村民欧世群连忙摆手，
说记者“想错了”。近期两路村正在进
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村支书代祥孝
天天都在村里转，引导各户做好清洁、
整理工作；对于没劳动力的户，他还要
操起扫帚帮忙打扫。

“让我们从‘会海’里解放出来，不
就是要多为群众服务嘛！”代祥孝翻了
翻笔记本说，以前街道每周要开两三
次会，每次半天。你看今年不一样了，
整个8月才开了两回，回回都是四五
个会“打捆”讲两个小时，讲的都是“干
货”。

“‘减负’让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关
系，从原来干部以蹲办公室居多的‘蛙
水关系’，变成了长期沉在基层、服务
群众的‘鱼水关系’。”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张宏文说。

让干群“蛙水关系”变“鱼水关系”
綦江古南街道为基层“减负”，干部服务基层时间增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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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提质激发广安吸引力
10月11日下午，在邓小平故里旅

游景区，第二次来广安旅游的重庆游
客张诚正在发朋友圈，邀请朋友到广
安来看一看。与两年前首次到广安相
比，这次张诚明显感受到了广安的变
化：“从迎宾大道到福兴大道，再到邓
小平故里旅游景区，道路干净整洁，城
市环境宜人，交通井然有序……”

张诚感受到的变化，得益于广安
实施的城市提质工程。2018年9月，
广安市委五届六次全会提出大力实施
城市提质工程，以扩大城市容量、提升
城市内涵、升级城市品质来增强市民
的幸福感。

很快，一大批项目迅速启动。在
协兴园区，启动了福兴大道景观工程；
在枣山园区，启动了迎宾大道升级改
造工程；在广安城北，启动了洪州大道
改造工程……

“福兴大道是外地游客通往邓小
平故里旅游景区的必经之路，影响着
邓小平故里旅游景区甚至整个广安的
形象。”协兴园区负责人表示，对此，园
区投资1亿元启动了福兴大道景观工

程项目。
福兴大道景观工程项目采用“四

季赏花、常年观绿”的设计理念，分四
层种植了黄连木、朴树、紫薇、樱花、紫
玉兰、三角梅、西洋鹃、茶花等90余种
景观植物。同时，还在景观中设计了
人行道及游步道，配置了体育健身场
所、休闲座椅、景观照明等配套设施，
给游人提供更加优良的休闲环境。

今年5月，福兴大道景观工程项目
完工，大道沿线风光怡人，景色优美，
受到广大市民的追捧，成为市民休闲
的好去处。

改变的还有洪洲大道。前不久，
刚从外地回到广安的市民曹阳惊讶地
看到，昔日交通拥堵、基础落后的洪洲
大道已悄然“变脸”：从车行道、人行道
到绿化树木、亮化路灯、人行天桥等，
全都旧貌换新颜。

“洪洲大道是连接城南、城北及经

开区的一条交通干道，车流量和人流
量特别大。”广安区住建局局长陈维波
说，没改造之前，交通拥堵，存在很大

安全隐患。
2018年10月，广安区正式启动全

长 2.8 公里的洪洲大道升级改造工

程。改造后的洪洲大道，取消了道路
中央的绿化带，取而代之的是道路隔
离带和隔离网，有效地解决了曾经人
车乱行的问题。同时在道路的两侧设
置了新的绿化带，实现了机动车与非
机动车的分流，双向4车道变成了双向
6车道，道路更加畅通了。

“以前遇到堵车的时候，到广安城
南摩尔春天要半个小时，现在基本上
10分钟就搞定。”广安城北市民李云
说，现在基本上不堵车，交通秩序更畅
通了。

通过城市提质，广安还新增了不
少“网红地”。广安老城区滨江路，600
米的古城墙融合了广安老城记忆和文
化历史，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红遍
广安人的朋友圈。

在广安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城市
提质，学校在2018年投入200多万元，
在一片长期闲置的荒山进行了绿化改

造，种植了3000余平方米的粉黛乱子
草。

今年9月下旬，网红植物粉黛乱子
草迎来盛开时节，迎来众多广安市民
和外地游客前往观赏、拍照。“天气好
时，平均每天观赏的人数超过8000人
次。”广安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

通过城市提质，如今的广安城市
功能日趋完善，城市环境更加优美，城
市品位品质不断提升，广大市民的幸
福感不断增强。

此外，通过城市提质，让广安更具
魅力和吸引力，吸引了全国各地众多
客商前来考察投资兴业，给广安带来
了无限商机。今年1—8月，广安成功
引进 457 个项目，协议资金 911.4 亿
元。其中，来自重庆的项目136个，协
议资金360.76亿元，重庆仍是广安最
大的合作伙伴。 黄辉

通过城市提质后，广安城市变得更加美丽 摄/张启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