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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你
受苦的时间也很长了。我实在对不起
你，让你苦痛了这么久，而就是现在，
我还是没有办法安慰你……”1947
年，红岩英烈许晓轩给妻子姜绮华写
下一封家书。

写信时，许晓轩已入狱7年。
“原以为他写给妻子的信应该通

篇是正义凛然的辞藻。然而，此信的
字里行间却尽显温情，透露出的是一
个离家7年之久的男人对妻子、女儿
的愧疚和无限思念，一位慈爱的父亲
对女儿寄予的殷切希望，以及一个革
命者乐观向上的精神。”7月1日，重庆
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
究馆员王浩说，这封信让我们看到了
许晓轩这个铁血男儿的一腔柔情。

“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

许晓轩，1916年出生于江苏江
都。1935年到无锡公益铁工厂当会
计，参加了抗日救亡组织“无锡学社”。

这位江苏籍英烈和重庆结缘于
1937年。“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许
晓轩随公益铁工厂迁至重庆，经救国
会负责人沙千里介绍，参加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重庆职业互助会的活动。”
王浩介绍，1938年5月，许晓轩加入中
国共产党，负责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刊
物《青年生活》的编辑和发行工作。
1939年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
长。1940年任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

1940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许
晓轩不幸被捕，后被押往国民党军统
贵州息烽集中营。他被逮捕时，与姜
绮华结婚仅仅6年，女儿许德馨出生
刚刚8个月。

作为狱中中共秘密支部的核心成
员，每当危险的时候，许晓轩就鼓励大
家：“越是关键的时刻，我们越要叫敌
人知道，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

“1946年7月，许晓轩被转押至重
庆白公馆监狱。”王浩说，敌人为切断
他与狱中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将他关
进终日不见阳光的地牢。面对严刑拷
打，许晓轩始终坚强不屈，不为所动。

1949年11月27日，临刑前的许
晓轩对狱友说：“胜利以后，请转告党，
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
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随后，许晓
轩从容就义，年仅33岁。许晓轩牺牲
后三天，重庆解放。

“对党忠诚是党员的根本政治担
当，在这一点上，许晓轩是新时代党员
的榜样。”王浩表示，广大党员只有做
到对党忠诚，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勇
挑重担，才能做出对党对人民有益的
业绩，才能以奉献精神召唤亿万人民
接续奋斗，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读我读过的书，做我做过的事”

“多年的监禁生活，许晓轩不仅没
有淡化对妻子、女儿的思念，反而让这
种思念之情更加浓烈。”重庆红岩联线
文化发展管理中心讲解员、党性教育
基地教员苏予说，“2018年，我在参加
一个讲解比赛时，查阅到许晓轩1947
年写给妻子的信，这封信字字句句都
耐人寻味，反复看过几十遍之后仍有
新的感触。”

在苏予的带领下，重庆日报记者
在白公馆曾经关押过许晓轩的牢房看
到了这封家信的复印件。这封纵20
厘米、横16.3厘米的家信，字迹娟秀，
很难想象许晓轩写下这封信时，已经
在狱中遭受了7年的非人折磨。

许晓轩在信中写道：“我想到馨
儿（许德馨）长大了，她长得很结实，
比你我都强。她读我读过的书，做我
做过的事，而且相当能干，一切不落人
后……最后我还要请你少记挂我，多
关心孩子，把希望多放在孩子身上，她
在面前，是可靠的。少把希望放在我
身上吧，因为我是身不由己的人……”

“这不仅是一封家信，更是许晓轩

对革命信仰的表达，对家人的牵挂，对
下一代的殷殷嘱托。”苏予说，这封信
的情感表达十分含蓄内敛，只有细细
品味才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能量，“我
相信这是许晓轩久经思考才下笔写成
的，凝结着他对家人深沉的爱。”

在王浩看来，“许晓轩在信中希望
女儿继承和发扬自己的革命理想，在长
大成人之后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成
为有用之人，这体现出家风的传承。”

许德馨也没有辜负父亲的遗志和
母亲的教诲，曾任中国福利会副主席、
党组书记、秘书长，为新中国妇女儿童
事业作出了贡献。

家风正，则作风优；家风正，则党
风清；家风正，则政风淳。当前，家风
建设纳入党的纪律规矩，以党纪制度
的刚性约束，要求每一位党员领导干
部都必须深学之、细照之、笃行之。

“许晓轩对家风的重视在今天仍
具有启示意义。”王浩说，这启示党员
领导干部要在生活上严格要求家人立
家规、树家风，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
人员的教育和约束，真正肩负起从严
管家、从严治家的责任，形成守德、守
纪、守法的家庭风气。

“晓轩，我回来看你来了”

其实，许晓轩在狱中苦熬时，姜绮
华也在狱外苦盼。有人见她们孤儿寡
母，生活实在艰难，劝她早点改嫁。但
是姜绮华坚决拒绝了，并一直期盼着，
丈夫有一天能够平安回来。

1947年9月，姜绮华曾向当时重
庆市地方法院发出申诉状，要求释放
许晓轩。然而，法院以军统局已撤销，
无法办理为由，拒绝了她的申请。她
绝望了，不久，因生活所迫，她带着女
儿，离开重庆，去了上海。上海解放
后，她更加思念在重庆的亲人，关注着
重庆的消息。

1949年底，许晓轩牺牲的消息传
到姜绮华耳边，她彻底崩溃了，导致肺
病复发，无法赴重庆认领丈夫的遗体，
但回到魂牵梦萦的重庆是她的愿望。

1981年，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她来到白公馆曾经关押过丈夫的牢
房，用手摩挲着展出的丈夫照片时，泪
如雨下，很久才泣不成声地说道：“晓
轩，我回来看你来了。”陪同的人，无不
为之动容。

“如果说，许晓轩身上体现了家国
情怀，那么姜绮华身上则体现出对爱
情的坚守、对丈夫从事革命事业的支
持。”苏予说。

白公馆中有一棵枝繁叶茂的石榴
树，据称，这棵树就是许晓轩悄悄种下
的。姜绮华来到白公馆时，曾把从上
海带来的泥土撒在这棵树下。如今，
这棵高大挺拔的石榴树每年还会开花
结果。

许晓轩的这封信感动着无数国
人。演员吴刚就曾在《见字如面》节
目中深情朗读这封信。听了他的朗
读，有网友评论道：“家书传递出信仰
的力量。”

许晓轩狱中家书感动无数国人
网友：家书传递出信仰的力量

本报记者 赵迎昭

7月1日，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
会议会址暨周贡植故居正式对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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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九龙坡区的
100名新党员还在周贡植故居举行了
入党宣誓活动。

铿锵誓词铭初心，着力打造
“第一支部”特色党建品牌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
务，执行党的决定……”昨日上午，九
龙坡区党员代表和100名新党员，在
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暨周
贡植故居参加了新党员入党宣誓暨老
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他们右手举
拳，神情肃穆，声音洪亮，铿锵有力的
誓词令人倍感振奋。

“作为一名新党员，在七一这个特
殊的日子里参加这样的活动，特别激
动。”新党员谭莉群说，在日后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中，一定努力提高自己的
思想觉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
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爱岗敬业、奉献进取。

作为老党员代表，九龙坡区铜罐
驿镇党委书记彭禹也参加了当天的活
动。他说，1926年3月，在周贡植的
影响下成立了铜罐驿龙脑山党支部，
这是当时巴县最早的党支部。它就像
一粒革命的火种，给黑暗中的人们带
来了光明和希望，揭开了历史的新篇
章，“今天，我们在周贡植故居组建了
英雄湾第一党支部，现有党员19名，
我们将秉持先烈的初心和使命，努力
建设‘第一支部’特色党建品牌，力争
将周贡植故居打造成为全区乃至全市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基地。”

珍贵文物史料彰显光辉业绩

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
（周贡植故居）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铜
罐驿镇陡石塔村，是一处坐北朝南的四
合院落，房屋主体面积1100多平方米，
由中、东、西三院组成，分别为初心堂、

忠心堂、赤心堂，青瓦白墙，端庄大气。
《初心·使命·奋斗——巴渝地区

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物史料展》当天
也在这里揭幕开展。展览共展出图片
约170张，文献资料240余件，涵盖了
从重庆开埠，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播、1920年重庆
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到1926年中共重
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及至1928年中共
四川省委成立的历史进程，以及革命
先烈浴血奋斗、英勇悲壮的光辉业绩。

九龙坡区委有关负责人说，举办
这个展览，就是要告慰先烈，资政育
人，就是要牢记巴渝地区中国共产党
早期活动的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重整行装再出发。

精心打造亮点纷呈

“周贡植故居和本次展览，亮点纷
呈。”本次展览策展人、重庆市地方史
研究会会长周勇称。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1920

年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给共产国际的报
告，是展览中最为耀眼的展品。在一
面巨大的透明电子屏幕后面的背景墙
上，是《重庆报告》的俄译稿；上面叠放
的是中文翻译手稿，而透明电子屏上
滚动播出的是《重庆报告》的要点：“共
产主义是现在和未来与邪恶进行斗争
的手段”“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
织”“到俄国去……全面了解共产主
义”……

周勇说，这让我们穿过《重庆报
告》的中文译稿、俄文译稿，回到了那
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与先辈、先烈们直
接对话、叩问初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展览首次公开展出了1926年中共
中央对川渝党组织的高度评价——“川
省现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
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
及者”。

“这是巴渝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
员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也是党中
央对他们的高度评价。同时更是对当

下每一个共产党员灵魂的拷问。”周勇
说，我们都应该对照93年前党中央对
重庆党组织的评价自问：我们的努力
达到全国“最好工作之地”了吗？我们
仍然保持着“刻苦奋斗的精神”吗？

展览还第一次展示了当年在周贡
植故居召开的中共四川省第一次代表
大会文件的警句：“只有从工作中，才
能改正同志的毛病；只有从斗争中，才
能锻炼同志的勇气。一个共产党员，
是无产阶级的先锋，一切人们的模范，
是群众运动的领导者，是被压迫人们
的福音。因此，共产党员的工作是要
忍苦耐劳，百折不回的。”

“这些话语如黄钟大吕，展现了在
革命低潮、面临生死存亡之时，巴渝地
区早期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坚定信
念、不屈精神和顽强作风。这是当前
对党员、干部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最生动的地方教材，是今
天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力量源泉。”周
勇说。

周贡植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珍贵文物再现巴渝地区早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本报记者 匡丽娜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
7月1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8
周年，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市生态环境局召开了
庆祝建党98周年表彰大会暨“学先
进、找差距、促落实”主题教育报告
会，五位优秀环保基层干部讲述了自
己的先进事迹。

荣获第九届“人民满意公务员”
称号的黄道春是云阳县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他认为要让人民满意，就要
政治过硬、信念坚定，践行宗旨、竭诚
为民，增强本领、担当作为，求真务
实、真抓实干，守住底线、清正廉洁。

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干部卢
挻是个80后，曾获得“重庆首届最美
基层环保人”荣誉称号，他把纷繁的
监测任务看作一个展现和运用自己
所知所学的舞台，看作是自己能力的

“试金石”。参加工作近10年来，他
共获得了一项国家发明专利，有十余
篇论文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

来自市环交中心的徐圣航目前

是一名对口扶贫村驻村干部，他和第
一书记胡棋耀一起，积极谋划、主动
请示，为万州龙驹镇黄显村里小小的
养殖场注册了公司，村集体和13户
未脱贫贫困户也入了股。按目前的
规模和合作方式，每年能为13户未
脱贫贫困户分红2658.46元。还能
为村集体实现4万元的收入，解决村
集体经济空壳的现状。

涪陵区生态环境局污防科科长琚
太碧、大足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副支
队长陈浩也分享了自己的先进事迹。

在聆听了先进事迹报告后，全市
环保系统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在铭
记历史中守初心担使命，要坚定理想
信念、坚定理论信仰、坚定对党忠诚；
要在牢记宗旨中守初心担使命，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要在加强党的建设中
守初心担使命，要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坚持强基固本，建设一支忠诚干
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把作风建
设一抓到底。

市生态环境局召开主题教育报告会

优秀基层干部讲述自己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7月1
日，市妇联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8周年大会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书记开讲”活动。现
场，9位市妇联机关和直属单位党支
部书记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结合主题教育学习调研成果和工
作实际，与市妇联机关直属单位全体
党员干部分享了他们的学习体会和
感悟打算。

班子成员、党支部书记在所在支
部、联系的部室、分管的事业单位带
头讲党课一直是市妇联长期坚持的
传统。“书记开讲”活动就是要以党组
书记带动支部书记，积极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利用巾帼

“微晨读”“微讲座”“微课堂”“大讲
堂”等“三微一大”方式，引领广大党
员干部在学习教育中做到“泛”与

“精”“学”与“讲”“学”与“用”相互结
合相互促进，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
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我在研读原文时，对照检视自
己，还存在不小差距。”市妇联机关

家儿部、基金会、家教会联合党支部
书记李艺在讲课中坦言，具体问题
归纳为“五多五少”：理论学习多，联
系实际少；埋头做事多，调查研究
少；遇到问题多，解决办法少；事务
工作多，深入基层少；经验沿袭多，
开拓创新少。

李艺表示，这次主题教育促使自
己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注重深入基
层，走进家庭，走进村社院坝，真诚地
倾听妇女群众的呼声，真实反映她们
的意愿，真正做到知群众、懂群众、爱
群众，懂得群众的语言和习惯、熟悉
群众的愿望和心声，善于运用新形势
下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真心实意地为
广大妇女办事。

“今天各位支部书记的‘巾帼微
党课’都非常精彩，每个人都用心学
进去，用情讲出来，让我们真切感受
到共产党员的初心，妇联人的使命。”
市妇联宣传部干部冉蕾说，今后将以
支部书记们为榜样，积极开展“三微
一大”学习研讨，切实做到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一，更好地引领、联系、
服务妇女群众。

市妇联“书记开讲”上党课

追寻先烈的足迹

◀许晓轩狱中给妻子姜绮华的信。此信写
于1947年，由一位同狱难友带出。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赵迎昭摄）

▲游客在白公馆瞻仰许晓轩等烈士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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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白公馆、红岩魂陈列
馆、红岩革命纪念馆等地了解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
干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这一天，来到红岩联线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据红岩联线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红岩联线累
计接待游客6125806人次，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市
红色旅游升温明显。

八旬党员来渝瞻仰英烈事迹

7月1日中午1点，通往白公馆大门的石梯前，到
此参观的游客摩肩接踵。从贵州省桐梓县小坝村专程
来渝瞻仰红岩英烈的莫裕芬老人已84岁高龄，仍执意
要自己走上石梯，令小坝村党支部书记张猛敬佩不已。

“我1958年入党，有60多年党龄了。”莫裕芬边走
边说，“红岩英烈是我们的前辈，是我们共产党员学习
的榜样。”

张猛介绍，小坝村有73名党员和预备党员前来缅
怀英烈，“为了多留些时间参观，村民们早上7点多就
坐上开往重庆的大巴车，经过4个多小时车程才到达
白公馆。”

重庆日报记者在白公馆、红岩魂陈列馆、红岩革命
纪念馆等地采访时都发现，不少外地游客前来参观，并
在观众留言簿上写下感言。

“小萝卜头你好！我很想你，我也很喜欢你，我要向
你学习。”5岁的观众陈柯含用稚嫩的文字表达对小萝卜
头的追思。来自北京的退役军人吴先生写道：“我是一位
81岁的老人，新中国的成立，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
鲜血换来的，我们要倍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结合主题教育，开设专门课程

“白公馆、渣滓洞是重庆有代表性的红色景点，我
们这一代人都读过《红岩》，对其中的英烈有一些了
解。今天来到现场，从英烈的事迹中收获了更多的感
动。”市民杨玉红说，她经常会带来渝旅游的亲朋好友
到此参观。

“前几天，有讲解员一天内为观众进行了10场讲
解。”红岩联线讲解员张露介绍，随着“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近期来白公馆参观的团体
游客多了，结合主题教育在这里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的
党组织也明显增多。红岩联线还专门开设《解密<狱中八条>》《金钱与人
生——王朴和他的母亲金永华》等课程，让党员深入了解红岩英烈的事迹。

“党员干部在活动中非常专注，有人眼中还泛着泪花。”红岩联线讲解员、
党性教育基地教员苏予说，“要让别人感动，首先要感动自己，我和同事们也在
不断地充实自己，要让观众听得进去、学得深入。”

多项举措为主题教育搭台

“红岩联线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十大红色旅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将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主动作为，多措并举，立足重庆、面向全
国、服务全党，为主题教育搭建平台、做好服务。”红岩联线相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表示，红岩联线将继续深挖红岩精神内涵，提供丰富教学内容。
打磨《弘扬传承红岩精神 初心使命永驻心间》专题报告和红岩英烈事迹故事
报告会、策划制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展览等。依托红岩革命文物的教
育资源，遵循党性教育工作规律，探索“专家讲、现场听、个人悟”的活动形式，
开展专题教学、参观教学、影视教学、情感教学等特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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