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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位
于渝中区健康路的美国大使馆旧址即
将焕发新生——本月内，该馆中的“中
美同盟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图片展”
将面向公众开放，这标志着该馆活化利
用成果即将首次亮相。

据史料记载，为了扩大对外宣传，
加强对外联络，1939年4月，中共中央
南方局建立了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
月后称南方局外事组），由周恩来直接
领导。南方局充分利用各种渠道，争取
国际社会支持，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
与外界联系的主要窗口，为中国共产党
登上国际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
大使馆旧址就是见证南方局外事工作
的历史建筑之一。

那么，见证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旧址
还有哪些？如何让这些旧址活在当下、
服务当代？活化利用这些旧址对助推
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有何意义？连
日来，带着这些问题，重庆日报记者进
行了采访。

周公馆等地
见证南方局国际交往历史

“每当雨天，巷子里就会泥没脚面，
搞得周家的会客室里一地狼藉……”美
国记者白修德曾在其自传中这样回忆
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情况。

周公馆建于上世纪30年代。1939
年2月，邓颖超以周恩来的名义租来部
分房屋，作为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
局部分机关在城内的办公地点，对外
称“周公馆”，内设南方局外事组等机
构。

5月11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位于
渝中区中山四路的周公馆，看到多张拍
摄于这里和红岩村的照片，周恩来等南
方局领导人和驻渝外国记者交往的画
面被永久定格。

“1939年4月，南方局建立了对外
宣传小组，1940年12月更名为外事组，
1946年起被称为外事委员会。”红岩联
线研究馆员刘英介绍，南方局的外事工
作，是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国际背

景下展开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方局
采取了积极广泛联系驻渝外国记者的
政策，很多外国记者被中国共产党人非
凡、干练的个人魅力所吸引。”

桂园、红岩村等地也见证过南方局
外事工作的历史。

从周公馆步行到桂园仅需5分钟。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此
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

双十协定）。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
恩来曾在桂园宴请各国驻华使节和中
外友好人士。

在位于红岩村景区内的中共中央
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中，展
陈有周恩来和司徒美堂等国际友人在
办事处大门前的合影，向游客讲述着南
方局扩大对外交往、争取国际广泛支持
的历史。

专家建议
深化南方局外事工作学术研究

“这3个记者证是著名国际友人、美
国新闻记者爱泼斯坦抗战期间在重庆
进行新闻采访活动时使用的……”走进
红岩革命纪念馆“千秋红岩——中共中
央南方局历史陈列”展厅，观众可扫描
二维码聆听语音讲解。

“2002年，爱泼斯坦在北京家中将
这3个记者证捐赠给红岩革命纪念馆。”
刘英说，爱泼斯坦捐赠的文物和南方局
有密切联系，因此馆方将其展示在“千
秋红岩”展厅中，让观众了解文物背后
的故事，达到活化利用的目的。

红岩联线基本陈列“千秋红岩”升
级版于去年9月开展，展览中的红岩记
忆数字体验厅是一个亮点。数字体验
厅中，巨幅油画《巴渝往事》将观众带到
抗战时期的渝中半岛。用手机扫描画
面上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
办事处旧址等建筑画面，建筑就会以立
体形式跃然于屏幕。油画一旁的“建筑
交互展示”系统也吸引了观众体验，点
击“漫游”等按钮，即可在周公馆等建筑
中漫游，有身临其境之感。

重庆日报记者还了解到，周公馆、
桂园、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
事处旧址都进行了复原陈列，已开放数
十年之久。此外，历经3年筹备，美国大
使馆旧址中的“中美同盟共同抗击日本
帝国主义图片展”将在本月内面向公众
开放，市民将在展览中看到美军驻延安
观察组的史实介绍。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表
示，这些数字博物馆所提供的技术是十
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在提升学
术研究水平、挖掘历史内涵与丰富展品
数量上下功夫。他进一步说，文物活化
利用最根本的目的是揭示历史真相，发
挥历史功能，通过严谨深入的学术研究
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再
将真实的历史通俗化，让观众走进历

史，获得正确的历史认知。”

现实意义
助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走深走实

“参观完周公馆，还能在一旁的曾
家岩书院喝咖啡、赏江景，真是一个完
美的下午。”江苏南京游客范晶说，行走
在中山四路，她感受到了重庆厚重的历
史底蕴和城市发展的无限活力。

让范晶点赞的中山四路坐落着周
公馆、桂园等历史建筑，这些红色景点
隶属于红岩联线，受到游客追捧。据介
绍，截至5月11日，红岩联线今年已累
计接待游客4246297人，较去年同期增
长50%。其中，周公馆、桂园、红岩村5
月 11日当天分别接待 2741 人、2113
人、5737人。

这些历史建筑得到活化利用，对推
动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有何意义呢？

“保护利用好周公馆、美国大使馆
旧址等历史建筑，能够推动重庆文旅融
合发展，提升重庆人文品质，体现出重
庆和其他城市发展的差异性，助推重庆
内陆开放高地建设。”重庆大学教授孙
俊桥建议，可从实施环境治理和调整规
划入手，协调好历史建筑局部与整体的
关系，让“建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
步”。

周勇是“中美同盟共同抗击日本帝
国主义图片展”的学术指导。他介绍，
市民将在展览中看到美军驻延安观察
组（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重大事
件，标志着抗战时期美国政府与中国共
产党之间合作关系的正式建立）的史实
介绍。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成行反映
了南方局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如今
回顾、梳理、展示这段历史，能够充分
说明，即使在陕北高原，即使在十分艰
苦的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向世
界开放的政党，这是十分宝贵的历史
遗产，更是今天要保持和发扬的品格，
这可以激励我们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合
作，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走深走
实。”周勇说。

■提升研究水平 ■挖掘历史内涵 ■丰富展品数量

让历史建筑活在当下服务当代
本报记者 赵迎昭

1950年冬，凌晨4点的缙云山上，
山风凛冽，寒气刺骨。一束微亮的手电
光刺破山间的迷雾，在林间小道上若隐
若现。20岁的朱广魁正摸黑上山，他的
任务是在2小时内到达隐藏在山顶的一
处校舍，单枪匹马将一名敌特头目诱骗
下山，实施抓捕……

如今，已89岁的朱广魁每每聊起
这段过往，依然神采飞扬，甚为自豪。

身为新中国的第一批警察，朱广
魁不但见证了重庆公安的从无到有，
从有到强，还将人民警察爱护百姓、踏
实工作、机智勇敢的作风，传承给了先
后加入公安队伍的儿子朱晓昙和孙子
朱宁。

第一代：新中国第一批警察
单枪匹马诱捕“敌特”头目

“我认为做警察要机智勇敢，不怕艰
难和危险，绝不轻言放弃！”身穿一套蓝
色西服，一头银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坐
在记者面前的朱广魁，腰板挺得笔直。

朱广魁生于南京，19岁时加入中国
人民解放军二野西南服务团公安支队，
跟随组织从南京一路来到重庆。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后，我听
从组织安排，参与筹备重庆市公安局。”
朱广魁说，一年后他分到原北碚分局金
刚派出所，任政治干事兼侦查干事。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治安形
势十分严峻。其中就有一个“敌特”头
目躲在缙云山上，以“授课”为名，给年
轻学生们“洗脑”，培养新特务。

“去诱捕那天凌晨4点，我带着一把
手枪，一支手电，摸黑步行上了缙云
山。”朱广魁说，事先他就与对方取得了
联系，称自己是政府工作人员，希望对
方为他们介绍“教育”工作相关情况，并
让他给更多学生上课。“那名特务看有
机会扩大影响答应了我的请求。”

早上6点过，朱广魁来到“特务”头
子所在的校舍，很客气地邀请对方下山
开展“教育”工作。“最终，我将他骗到了
派出所，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实施了抓捕。”

老人说，他那个年代，公安刑侦工
作的装备很简单，基本上就是一把枪，
一副手铐，一支手电筒，破案纯粹靠人
力走访和调查，以及民警的个人经验。

受朱广魁的影响，儿子朱晓昙1979

年4月紧跟父亲的脚步，加入了重庆市
交警大队一中队，从事交警工作。

这一干，又是一辈子。

第二代：40年前每逢天雨路滑
挨个提醒驾驶员“挂二挡，慢慢开”

“我这一辈子都与马路结下了不解
之缘！”现在63岁的朱晓昙，2016年从
渝中区交巡警支队退休了。从警37年
来，他一直扎根渝中区，目睹了渝中区
道路和交通设施的迅猛发展，见证了交
通管控系统、交警警用装备的更新换
代，以及市民交通安全意识的转变。

朱晓昙说，1979年刚刚走上交警岗
位时，他们一中队的管辖范围包括小什
字、民族路、朝天门和新华路，有不少路
段都很陡。特别是朝天门地区，一下雨
地面就滑得不得了，车辆经常侧滑，发
生事故。所以只要一遇到下雨天，就要
几乎全警出动，挨个给驾驶员打招呼，
提醒路滑，要挂二挡，慢慢开。

1985年之前，重庆的交通信号灯靠
手动控制，当时一旦遇到停电或特殊情
况时，交警就必须站上指挥岗亭，用手
势疏导交通。进入上世纪90年代，才
有了自动红绿灯。

90年代初的一次交通事故，令朱晓
昙至今难以忘怀。

当时嘉陵50型摩托车刚刚面市，受
到很多年轻人追捧。一天下雨，路面很
滑，朱晓昙在陕西路执勤，一个20多岁、
帅气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过来，由于车
速过快，摩托突然侧滑撞入正缓慢靠站
的一辆公交车车底，小伙双腿被轧，紧急

送到医院后，医生说要活命只能截肢。
“1.78米的大小伙，截肢后只剩下

1.2米高。准备要结婚的女朋友，在医
院照顾了他60天后也离他而去，原本
美好的人生因为一桩车祸而毁了。”朱
晓昙据此写了一篇题目为《一段灰色的
回忆》的文章，在当年的《重庆市交通安
全报》上发表，希望以此警示市民，提升
交通安全意识。

“现在智能交通系统、交警警用装
备，以及各种道路安全设施，不断革新
和升级，让交通事故率下降了不少。”
在朱晓昙看来，虽然科技在不断进步，
社会也在不断变化，但警察热心服务群
众的初心永远不能变。当年，父亲朱广
魁是这么教育他的，后来他也是一直这
么教育儿子朱宁的。

第三代：牢记“家训”
连跨两省抓捕2名10年网逃嫌疑人

“小时候爷爷带我去看爸爸工作的
场景，至今难忘，觉得爸爸特别帅气！
但当看着他大热天站在马路上，被汗水
浸透的警服，心里又很受触动……”

今年35岁的朱宁，年少时就将当
警察写进了自己的人生规划。2007年
从重庆警察学院毕业后，他加入了渝中
区公安分局巡警二大队，如愿成为了老
朱家第三代，也是新时代的人民警察。

2010年，朱宁调入渝中区交巡警
机动大队案侦办工作，由于工作表现出
色，朱宁逐渐参与刑事案件的侦破。
2011年，朱宁参加了公安部开展的网上
追逃专项督察“清网行动”。

1999年，渝中区曾发生一起凶杀
案，两名20多岁的嫌疑人张某一、张某
二实施犯罪后一直在逃，此二人成为渝
中区“清网行动”的目标之一。

朱宁接到任务后，发现张某一早已
更名换姓，身份证也改了，于是决定先
到其老家江津摸排，寻找线索。

“当时我们发现嫌疑人家里抱养了
一个小孩，全家人对这个孩子特别好。
通过刑事侦查手段，发现有一名贵州兴
义的女子，频繁与这家人联系，对孩子
情况非常关心，遂判断很有可能这个小
孩就是嫌疑人的亲生子。”朱宁与同事
根据这条线索迅速前往贵州兴义布控。

一次，朱宁到当地派出所核实嫌疑
人信息，发现这名嫌疑人6年前因抢劫
在当地被判刑，接着通过指纹和DNA
比对，确认了他就是张某一，其在渝中
犯案后逃到了贵州并结婚生子，后将孩
子送回老家抚养。”很快他们就将张某
一押回重庆。

在抓捕嫌疑人张某二时，“通过监视
发现，一般到了春节，就有一个广州东莞
的电话号码，频繁与嫌疑人的哥哥姐姐
联系，后来嫌疑人的一位至亲去世，该号
码与家里的联系更加频密，这引起了我
们的怀疑。”朱宁说，他们根据线索去到
东莞，顺藤摸瓜抓获了张某二。

在那次“清网行动”中，朱宁因此荣
立个人三等功。

70年刑侦硬件不断更新
但有些东西始终不变

2014年，朱宁调入渝中区公安分

局刑事侦查支队，这几年陆续荣获分局
“十佳破案能手”等多次嘉奖。

朱宁说，近几年刑侦设备及侦查
手段不断进步，比如监控视频追踪、指
纹、DNA比对库等，能有效帮助办案民
警快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及其行动轨
迹。

“以前侦办盗抢案，寻找线索可能
需要一周，现在几小时就可能有发现，
甚至1小时就能破案，这本身对犯罪嫌
疑人也起到相当的震慑作用。”朱宁介
绍，如今渝中区所有街面案件，破案率
达100%。

新中国成立70年，虽然刑侦“硬
件”不断更新，但朱宁认为，有些东西却
始终不变。比如：案发后，耐心询问受
害者，从每一处细节中寻找突破口；勘
察中，现场仔细搜索取证，采集犯案的
蛛丝马迹；侦破中，全面调查嫌疑人家
庭背景，搜集社会关系等大量基础信
息；抓捕时，制订详细周密的计划，勇往
直前、决不退缩；审讯中，与嫌疑人短兵
相接，斗智斗勇，突破心理防线，最终使
其认罪。

“新时代有新的要求。犯罪分子的
犯案手法变化也非常快，作为刑侦民警
同样需要不断学习提高，与时俱进。”但
朱宁永远坚信“邪不压正”。

70年光辉岁月，带走了“老朱家”祖
孙三代的青春，却带不走他们守护百
姓，为国家和人民守护正义的初心。70
年，他们用一生见证了人民警察事业的
苦与乐。“当警察，就该踏踏实实工作，
清清白白做人”的家训，一直记在朱宁
心中。

一家三代当警察 接力守护初心不变
本报记者 周松

第一代 朱广魁 89岁
新中国第一批警察

“那个年代，公安刑侦
工作的装备很简单，基本
上就是一把枪，一副手铐，
一支手电筒，破案纯粹靠
人力走访和调查，以及民
警的个人经验。”

第二代 朱晓昙 63岁
交警

“现在智能交通系统、
交警警用装备等不断革新
和升级，虽然科技在不断
进步，社会也在不断变化，
但警察热心服务群众的初
心永远不能变。”

第三代 朱宁 35岁
刑侦警察

“ 新 时 代 有 新 的 要
求。犯罪分子的犯案手法
变化也非常快，作为刑侦
民警同样需要不断学习提
高、与时俱进，但我永远坚
信邪不压正。”

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 记者 齐岚森 摄

◀左起父亲朱晓昙、朱宁、爷爷朱广魁

▲爷爷朱广魁警装照 ▲朱宁在执勤▲父亲朱晓昙

（本组图片由渝中区公安分局和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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