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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先烈的足迹

“徐处长（徐远举）已经答应你带着共产党
员的称号出去，但你得跟政府认个错。这个悔
过书是我写的，你只要签个字。”

“我自愿为人民牺牲自己，你们不要再管
我，也不要再来了。”

在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原主
任厉华主编的《红岩档案解密》一书中，记载了
重庆解放前夕发生在白公馆中的一幕。面对
五哥刘国錤的营救，刘国鋕选择了拒绝。1949
年11月27日，刘国鋕在“11·27”大屠杀中牺
牲，年仅28岁。

“在亲情面前，在出狱的机会面前，刘国鋕
毅然地选择了坚守初心，足以体现他的意志有
多么坚定，对党的忠诚有多么纯粹。”7月7日，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性教育基
地教员苏予说。

当日，厉华和苏予为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
刘国鋕怀着赤子之心投身革命的故事。

考入西南联大
曾在《新华日报》发文缅怀闻一多

“学生刘国鋕，系四川省泸县人，现年二
十二岁，在本校法商学院经济学系修业期
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在白公馆展柜
中，陈列着刘国鋕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
简称“西南联大”）毕业证书复制件。

这张证书照片中的刘国鋕，面容英俊，目
光如炬。

西南联大，一所组建于抗战时期、只存在
了8年多的大学，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
战士和优秀的专家、学者。刘国鋕便是其中
之一。

“1940年，刘国鋕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厉华介绍，刘国鋕
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泸县（今泸州）的一个名
门望族，排行第七，是大家庭中倍受宠爱的幺
儿。

关于刘国鋕的进步思想，在1939年10月

19日他写给五姐刘国惠的信中就已显现：“要
变成抗毒体，先得把自身遗传得来的和传染来
的毒质除去，把自私虚荣、狭隘、胆小、无恒心、
无毅力……等短处除去……”

1944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刘国鋕受南
方局的派遣到云南陆良县中学担任教务主任
兼代校长职务。1945年11月，他又被派遣至
重庆工作，1947 年担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
记。在重庆，他的公开身份是四川省银行经济
研究资料室研究员，后又到《商务日报》做记
者。

“1946年7月，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
多遇害，刘国鋕悲愤不已。”厉华说，他随即在

渝组织了西南联大留渝校友会，抗议国民党反
动派的暴行。他还在1946年8月20日的《新
华日报》上发表文章《略论闻一多先生》，表达
对闻一多的敬仰和追思。

刘国鋕在文末呼吁：“为了中国的革命，闻
先生付出了生命……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
呵！闻先生的道路应当就是我们的道路，联合
起来，沿着闻先生的道路前进。”

家人多次营救
他却称“愿为人民牺牲自己”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刘国鋕被

捕。”厉华说，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
起初认为制伏刘国鋕轻而易举，但他没有料到
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有着极其坚定的理想信
念。

据《红岩档案解密》记载，徐远举曾这样问
刘国鋕：“你这家财万贯的少爷，家里有钱有
势，你有吃有喝，你闹什么共产党？你共谁的
产？”

刘国鋕没有吭声。
“你的上级已将你出卖了，否则，我们不可

能把你抓住。”徐远举又狡猾地说。
“既然我的上级已将我出卖，你们什么都

知道，又何必来问我呢？你问我，我什么也不
知道。”刘国鋕反问道。

徐远举见状，开始对刘国鋕用刑。
“热铁烙在胸脯上，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

尖，用凉水来灌鼻孔，用电流通过全身……”蔡
梦慰烈士在《黑牢诗篇》中这样描述狱中狠辣
至极的刑罚。然而，刘国鋕没有在酷刑前屈
服。

厉华介绍，当刘国鋕被捕后，刘家通过各
种途径进行营救，并从香港请回刘国鋕的五哥
刘国錤，他是国民党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
的女婿。

“在对刘国鋕的营救中，刘国錤是主要人
物。”厉华说。

资料显示，徐远举在收受了刘国錤的纯金
香烟盒等礼物后同意放人，但提出：刘国鋕必
须在报纸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共组织。刘国鋕
听闻后称：“不行。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
没有死；如果出卖组织，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
义。”

这之后，刘国錤等人还在不断努力寻求机
会，希望能营救刘国鋕出狱。

“重庆解放前夕，刘国錤再次找到徐远举。”厉
华说，这一次，刘国錤送给徐远举的是空白支票，
要多少钱自己填。

面对巨大诱惑，徐远举同意刘国鋕可以
不声明退党，但要在刘国錤替他写的悔过书

上签字，才能将其释放。在生与死的边缘，刘
国鋕却对五哥说出了文首的那句话：“我自愿
为人民牺牲自己。”就这样，营救最终以失败
告终。

苏予感慨地说：“每当我讲到刘国鋕接
连拒绝营救的事迹时，总会有很多观众眼含
热泪，被他在生与死面前镇定自若地赴死所
感动，被他对党绝对忠诚的理想信念所震
撼。”

“对党忠诚始终是我们共产党人砥砺前行
的座右铭、大义凛然的正气歌。”厉华表示，党
的事业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奉献，才能不
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8岁牺牲
临刑前高呼“我们死而无愧”

“他的声音是那样深厚、高昂、动听，他的
歌像是在向同志们宣誓：他决心同敌人作殊死
的斗争，直到抛弃头颅。”刘国鋕的未婚妻曾紫
霞曾这样写道。

刘国鋕的确和敌人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
一刻。

1949年10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开始对关
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屠杀。11月
27日，白公馆大屠杀开始。

《红岩档案解密》记载，当刽子手提押刘国
鋕时，他正伏在牢房地板上写诗。面对特务的
吼叫，他回答：“不要慌，等老子把诗写完以后，
再跟你们一块走。”可刽子手不容分说，上前将
他架出了牢房推向刑场。

在赴刑场的路上，刘国鋕口头吟诵了他
在牢房里没有写完的诗。重庆解放后，根据
脱险志士的回忆和特务的交代，工作人员将
这首诗记录在案：“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
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
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
而无愧！”

这是一个年仅28岁的共产党人在生命最
后一刻发出的呐喊。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
党’绝不仅仅是我们在党旗下的誓言，更需要
每一位党员用自己的一生去实践和捍卫！”在
刘国鋕的展板前讲述了这首诗的故事后，苏予
动情地说。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排练和观众一阵又一
阵的掌声，我终于理解了刘国鋕，也明白一
个道理——人必须要有理想和追求。”话剧
《红岩魂》中刘国鋕的扮演者李佰伦说，“当
年，刘国鋕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放弃了
生命。现在是和平年代，人们不用以性命相
搏，但我也愿像他那样为理想和信念努力
拼搏！”

刘国鋕狱中多次拒绝家人营救，临刑前吟诵——

“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本报记者 赵迎昭

红岩魂陈列馆中陈列的刘国鋕雕像。
记者 赵迎昭 摄

刘国鋕写给五姐的信。
记者 赵迎昭 摄

“两个天地”计划助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5年内北碚民营企业将达到3万户
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
7月4日，北碚区举行推进“两个天地”培育计划暨政务服务“一窗式”改革启动会议，再次吹响发展民营经济的冲锋号。
会议提出，到2023年，北碚将力争全区民营企业总数达到3万户。这些铺天盖地的市场主体中，将诞生一批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届时，上市挂牌企业将达到25户，产值10亿元以上的要达到43户。
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靠什么？北碚的答案是深挖内部潜力，广泛嫁接外部资源，通过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引领和鼓励民营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以好的产品赢得持续的市场竞争力。

院士专家汇聚
北碚又揽获一批优质项目

就在此次会议之前，6月13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所长北碚行”院地
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北碚区举行。来
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科研院
所的30多位院士、所长、专家对接交
流，14个产业层次高、科技含量高的
院地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为推动北碚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有为、张景中、
曹春晓，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美国
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李长明，中国
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
袁家虎，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
术研究院党委书记韦方强，西南大学
校长张卫国等各个行业内的顶尖科学
家和工程师共同见证14个科技项目
在北碚落地。

这些项目包括手术机器人操作手
项目、早期肺癌便携式诊断仪项目、新
型环保阻燃材料项目、人工智能存储
芯片项目等，涉及机器人、半导体、光
电子、医疗器械、环保材料、新能源等
多个行业和领域。

创新三大要素中，创新资源排在
第一位。创新资源主要来自于高校和
科研院所。北碚拥有西南大学、中国
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中
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重庆材料研
究院等一大批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
资源可谓得天独厚。

如何把资源变为推动区域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资产”？

北碚的做法是以深化同中科院及
西南大学院地合作、校地合作为重点，
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探索“政
府—高校、科研机构—团队—企业”协

同创新模式，实现校地、院地合作升
级。

北碚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这次“院士专家北碚行”活动为契
机，他们将认真消化吸收院士专家智
慧结晶，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加大创新支持力度，建好双创平台，运
营好西南大学（重庆）产业技术研究
院，全力打造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
做好签约项目后续服务工作，不断优
化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使创新成为
推动北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高校和科研院所为我所用
挖潜带动民企创新发展

如果说“院士专家北碚行”这样的
活动是从外部为民营经济嫁接创新资
源，那么组织民营企业与高校、科研院
所进行技术对接，以及从体制机制上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则应该称为“深挖
内部潜力”。

因“一滴尿液查肿瘤”而蜚声海内
外的浦洛通生物有限公司，正是北碚
区近年来精心培育的高科技民营企业
之一。目前，这家企业已经获得国家
临床医学执业许可证、临床基因扩增
备案许可等相关资质，成为西南地区
基因医学企业中获批证照和资质最全
的企业。同时，该企业获中国科协重
庆海智基地、院士工作站、新型研发机
构等8个平台，成为重庆本领域获国
家与地方平台最多的企业。

不过，浦洛通创立之初，既缺钱又
缺人才，可谓困难重重。所谓缺人，是
难以延揽到国际高端人才。这是国内
同行面临的普遍难题，主要原因是人
才的认定和评价体系。在发达国家，

科研人员更看重自己的履历，而不是
短期的薪资。如果去国外的大学交流
学习，是一件为履历加分的事，但去企
业则被看作是商业行为，对履历无增
益。

在北碚区科技局的协助下，浦洛
通与西南大学展开合作。西南大学可
以聘请北碚区推荐的外国专家到学校
任职。这样一来，浦洛通急需的专业
人才就有机会一边在大学里教书和科
研，一边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援，可谓一
举两得。

在此基础上，在北碚区科技局的
推动下，几年前，浦洛通将作为企业内
设部门的研发中心独立出来，成为一
个单独的法人实体，即研发机构法人
化。这样一来，企业紧缺但难以从高
校通道引入的人才就能更加顺利地加
盟这一独立的研发机构。

浦洛通研发机构法人化后，获得
1000万元的财政补贴。凭此，该公司
有条件展开基础性研究，为应用研究
储备技术和人才，为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源源不断输送动力。浦洛通相关负
责人介绍，有了这种体制机制优势后，
他们的研发团队已经由最初的10余
人增加到目前的30多人。

北碚另一家民营企业——茂田齿
轮也是北碚深挖内部科技潜力的受益
者。此前，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是电
机，此后瞄准国际市场，向电动轮椅的
动力装置转型。在北碚区科技局的协
调和技术指导下，他们先是找到西南
大学，实现了减速、集成控制等方面的
技术突破。此后，他们又找到中科院
重庆绿色智能研究院，试图通过人工
智能技术，让产品更加人性化。目前，
这项研究已经进入产品调试阶段。

政府积极作为
多方面全方位扶持民营经济

不管是外部嫁接创新资源，还是
内部深挖潜力，说到底靠的是政府在
民营经济培育上的积极主观努力。

“北碚区委的领导直接给我说，企
业发展遇上困难，凌晨3点都可以给
他打电话。”浦洛通公司创始人兼董事
长罗锋说，“这话听得我心暖，也让我
感动！”

几年来，北碚在全市率先成立扶
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专门机构，构建完
备的政策体系，从创新资源、创新资
金、创新生态等多方面入手，推动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策体系方面，仅引导民营企业
创新方面，北碚就先后出台了《关于
北碚区破解民营经济发展“创新难”
问题专项工作方案》《北碚区科技创
新券管理办法》《嘉陵创客科技创业
种子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北
碚区科技创新券实施管理办法（试
行）》等政策。同时强化知识产权对

创新的保障，出台《北碚区专利资助
奖励办法》。

创新资金方面，北碚组建了科技
创业投资种子基金，首期1000万元。
为了把优惠措施落到实处，他们通过
实地走访、会议培训等多种渠道，面向
科技型企业进行政策辅导。截至目
前，北碚区为41家科技型企业获得知
识价值信用贷款4000万元。

创新生态方面，北碚重点推进“双
高”、科技型企业培育工作，通过孵化
提升、众创培育等方式做强一批以高
新技术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为核心的
科技型企业。截至目前，全区有效期
内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到
93家，市级科技型企业达到450家，
科研平台达到92个。

工作做得好不好，数字能够提供
佐证。两江新区北碚蔡家组团和水土
组团 2018 年合计实现工业总产值
592亿元，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415亿元，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
436亿元、税收收入21亿元，多项指
标在全市高新区中处于领先。 潘锋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两个天地”培育计划暨政务服务“一窗式”改革启动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