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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英烈写给亲人的信中彰显革命必胜的信心

“我深信人类正义永存，革命一定胜利”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陈一豪

“假如你爱我爱得很深，你等待着
我吧！让我清算了敌人，我再回家。”
1949年春，铁窗诗社成员何雪松在渣
滓洞狱中，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写下了
抒情诗《你等待着我吧》，字字句句流
露出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在‘11·27’大屠杀中，何雪松英
勇牺牲，年仅31岁，没能实现和亲人
团聚的愿望。”7月23日，重庆红岩联
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原主任厉华在接
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在红岩英
烈写给亲人的诗歌和家书中，很多人
都和何雪松一样，在表达对亲人的思
念时，总会自然流露出对革命的忠诚、
对胜利的渴望。

本期“追寻先烈的足迹”，我们从
何柏梁、文泽、张学云等英烈的家书
中，发现心怀坚定革命信仰的英烈们，
也有充满温情的一面。

“要以万忍的耐心候黎明”

“关于我的出去，对公司来说，只
要保证生命无险，就不必活动，反引注
意。如再有条件出去，那太无价值了，
静心等候解放好了。请你也安心，不
要焦急吧。要以万忍的耐心候黎明。”

1949年11月14日，入狱近10个
月的何柏梁在渣滓洞狱中写下一封
《就义前的家书》，安慰家人“要以万忍

的耐心候黎明”。“这封饱含深情的家
书由渣滓洞看守唐友源带出狱。从
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何柏梁坚强的意
志和对家人的安慰。”厉华称。

7月23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红
岩魂陈列馆，在一个展柜中看到了这
封家书。家书写在约10厘米长、8厘
米高的羊皮纸上，纸上字迹潦草、密
集，没有浪费一丁点空间。

“何柏梁，对不少人来说比较陌
生。其实，他曾为地下党活动提供过
有力的经济支持，被誉为‘川东地下党
的师爷’。”厉华介绍。

何柏梁祖籍重庆，1917年生于上
海一富裕家庭。1937年他随家人回
到重庆，借读于重庆大学，开展抗日救
亡工作。1939年，何柏梁转入复旦大
学经济系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史料记载，何柏梁于1941年毕业
后，进入复兴公司工作5年。1946年，
经组织安排，由他集资在重庆开办安生
公司并担任经理，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和
担任联络工作。厉华表示，这也是何柏
梁在家书中提到“公司”的原因。

1949年1月，何柏梁因李文祥的
出卖被捕。“李文祥1939年入党，被捕
前曾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
记，于1948年4月22日和妻子一同被
捕。”厉华介绍，在入狱8个多月后，李

文祥忍受不了牢狱之苦，于1948年12
月14日向特务出卖了何柏梁等16名
共产党员。

在“11·27”大屠杀中，何柏梁殉
难。

1951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
文祥死刑，他受到历史的唾弃。而始
终对党忠诚的何柏梁，则永远活在了
人们心中。

“来日，全人类优秀儿女皆
吾母之子，皆吾妹之兄也！”

“假如母亲健在，请她不要忧虑，
只要中国真正走上民主大道那一天，
一切悲苦委屈就将解除而有报偿的。
而且，还可以向新起的少男少女们夸
耀，她有一个儿子在为人民尽力或为
人民牺牲……”

《红岩魂·铁窗下的心歌——白公
馆、渣滓洞烈士诗歌与书信选》一书中，
收录了文泽《一九四六年给妹妹天缦》
的信，这是文泽用竹签沾棉灰写下的。

在信中，文泽还对妹妹嘱托道：
“你和小妹假如尚未结婚，我以为最好
是要选择一位有正义良心，不嫌贫爱
富、务实际，有专长的人。”

“作为一个儿子，一个哥哥，文泽
将自己的爱通过家书表达出来，让我
们感受到他在入狱多年后对亲人的思
念愈加深沉了。”厉华说。

文泽，1918年出生于四川合江，
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1年，他在“皖南事变”中
被捕，坐牢8年，先后被关押在江西上
饶、贵州息烽、重庆白公馆监狱。在

“11·27”大屠杀中遇难时，他才31岁。
文泽的妹妹或其他亲属还健在

吗？7月26日，重庆日报记者致电四
川合江党史办。该办公室现任主任和
原主任均表示：“抱歉，我们从未听说
过这位烈士。”

“寻亲”不是件容易事。“红岩联线
现在登记的很多烈士的籍贯和年龄，
都是根据当时军政委员会和脱险志士

的回忆拼凑起来的，并不完全准确。
再加之70年来，很多亲属临时更换地
址和联系方式，这让‘寻亲’之路异常
艰难。”

在这之后，重庆日报记者又来到
重庆图书馆，查阅到由沙坪坝区委党
史研究室和重庆市新四军研究会沙坪
坝区分会联合主编的《沙磁区与新四
军》一书，该书收录了《“铁军”文化战
士文泽烈士的遗嘱》一文。

上述文章节选了1947年2月7日
文泽写给舅舅的家书，他在家书中写
道：“我深信人类正义永存，革命一定
胜利，请转告我年老的母亲和两妹，不
必为我悲伤……来日，全人类优秀儿
女皆吾母之子，皆吾妹之兄也！”

“快乐呀！奋斗呀！我俩在
胜利的地方相会吧！”

“张学云，又在给你‘亲爱的’背信
呢？”囚室内有人轻轻地问一个口中喃
喃自语的人。

黑暗中，张学云“嗯”了一声。
“你真行，能把给‘亲爱的’的每一

封信都倒背如流。难怪你学英文、俄
文那么厉害！”囚友佩服地说。

这是1949年发生在渣滓洞第八
囚室内的一幕。

张学云是四川越西人，于1947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受组织指示
在国民党军队内从事策反工作。
1949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于
渣滓洞看守所。“11·27”大屠杀时，他
试图夺枪未成于是挺身堵枪口，壮烈
殉难。

厉华介绍，1948年初，国民党嫡
系部队罗广文部111军在山东被解放
军第三野战军打垮，罗广文奉命回川
补充兵员。川西党组织决定趁机派遣
张学云等同志打入该部111师332团
3营7连，进行策反工作。6月19日，
张学云率部离开成都，前往重庆接收
新兵。

离开成都后，每到一处，张学云都
通过家书，传递自己对妻子余显容的
思念。他的信始终充满激情，读来让
人心动。

“快乐呀！奋斗呀！我俩在胜利
的地方相会吧！”“你的云郎是永远属
于你的，是永远陪伴你的，他是热血的
男儿。”“我们一定供献一切，为了光明
伟大崇高的事业。”……

1949年1月张学云被捕后，余显
容焦急万分，直到当年10月，她才再
次收到张学云的家书。之后，她不断
给张学云寄信，可是都被写上“查无此
人”而退了回来。

张学云牺牲后，留给妻子的只有
30封家书。“重庆是张学云最后生存
的地方，该让这些信回到这里，一起陪
伴学云。”2002年11月27日，余显容
来到重庆，将家书捐赠给歌乐山革命
纪念馆时说。如今，在红岩魂陈列馆
中，观众有机会瞻仰其中的部分书信，
感受爱情的伟大和信仰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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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籁童声 歌唱美好

金科集美杯首届儿童合唱节在渝唱响
“与国同梦”是坚持，是信

仰，是久久不变的情怀。

7月28日，一场重庆合唱协

会主办，重庆日报、人民网重庆

频道、金科集团协办的金科集

美杯首届儿童合唱节在重庆大

剧院唱响。

本次合唱节以“歌唱美好

童声颂祖国”为主题，一曲曲激

荡人心的绚烂乐章，歌颂着伟

大的中国共产党和繁荣昌盛的

新中国。

童音天籁唱响美好生活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
心……”伴随着嘹亮而跃动的歌声唱
响巴渝，唯美的旋律响彻耳畔。

7月28日下午，金科集美杯全国
首届儿童合唱节重庆赛区在重庆大剧
院正式拉开帷幕。重庆大剧院里童音
嘹亮，孩子们用歌咏的形式表达对祖
国的挚爱。

据悉，重庆赛区共有9支专业儿
童合唱团登台献唱，每组选手选唱2
首歌曲。《祖国在我心窝窝》、《唱支山
歌给党听》、《让世界充满爱》、《共同成
长》等爱国主题歌曲以及耳熟能详的
中国童谣歌，演唱者用歌声歌唱美好
新中国。

现场在音乐的表达上，层次分明、
富于变化，让人沉醉其中。整场视听
合唱节中，时而音乐高亢、节奏缜密，
时而宏伟震撼、平静舒缓，展现出少年
儿童的积极面貌。

这场高规格的音乐赛事由中国教
育学会合唱指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重庆市合唱协会主席、重庆市交响专
委会会长文思隆，重庆合唱指挥协会
副主席、重庆钢琴协会副主席颜家成，
教育部学位办评议专家、重庆市学校

艺术教育声乐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刘方
洪等行业专家担任评委。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最终评出
了各级奖项，重庆市公证处工作人员
现场公布了获奖名单。其中，张老师
合唱团、杨帆合唱团、小丫雀合唱团获
得优秀奖；美声音合唱团、“哆来咪”合
唱团、重庆腾灿少儿合唱团获得三等
奖；同创国际小学合唱团，她他合唱团
获得二等奖；重庆九龙坡区瑞彩合唱
团获得了本次大赛的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合唱节选在
重庆十大社会文化事业基础设施之
一，代表重庆城市社会文明新象征和
标志性建筑的重庆大剧院举行，将巴
渝文化与童音天籁相融合，让合唱节
大放异彩。

据悉，本次合唱节除了在重庆上
演，更是同步在成都、合肥、广州、济
南、武汉、长沙、郑州、杭州、南宁等10
个城市的音乐厅、歌剧院唱响。全国
10座城市共有100家合唱团参赛，近
3000名少年同时唱响美好、歌颂祖
国。当天，到场观众超过1万人，10城

同时在线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超过
100万人次。

合唱节现场，观看表演的张女士
有感而发：“在祖国的恢弘乐章中，每
个人都是灵动的音符，与祖国有着无
法割舍的深厚感情。听到孩子们用歌
声庆祝，很受鼓舞，祖国的未来将更加
繁荣和昌盛。”

持续深耕与重庆共荣
作为本次十城联动的重要城市之

一，重庆对于金科的意义更加不同。
金科股份重庆区域公司营销管理

部总经理杜瑾瑜在合唱节重庆赛区上
发表致辞，她表示：“金科自1998年成
立至今，始终紧跟新中国改革开放的
步伐，从重庆走向全国，已成为领先城
市进程中最坚定的美好生活服务商。
重庆作为金科的大本营，肩负着更多
的企业责任。金科21年，见证着重庆
21年的房地产开发历程，始终与重庆
共成长，未来也将持续深耕重庆，将继
续为重庆人民带来更多美好生活。”

发源重庆，深耕重庆。作为金科

大本营的重庆，一向是金科集团战略
发展的重点。2019年，金科主城多项
目布局，实现北区、西区、南区多点布
局，全面开花，助推金科销售额增长。

在重庆，金科快速发展的背后，代
表的不仅仅是市场领导地位，更是无
数家庭的真诚之选，是诚信交付的标
杆企业。2019年，金科九曲河、金科
天元道等项目高质量交付，其中金科
九曲河交付客户满意度几近100%，
赢得了市场认可的同时，也获得客户
的认同和肯定。

住宅布局的同时，金科把创新的
触角延伸到产业和商业。

产业地产上，金科围绕产业地产
发展战略，明确了产业地产重点发展
的三大方向：大健康产业、文化旅游产
业和高新科技产业园区。目前，重庆
两江健康科技城项目已逐步完成。

商业发展上，金科求变创新，坚持
社区商业差异化发展战略，立志打造小
而美、小而精的社区商业，其中金科天
元道的“美邻汇”正是代表项目之一。

深度融入重庆的背后，是金科与

这座城市血肉相连的基因，是从这座
城市葳蕤生长的根脉，是与这座城市
人民休戚与共的始终。重庆为金科发
展提供了滋养的养分，金科又反哺这
座城市的发展。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践行下，金科
与重庆密不可分，并在2018年成为重
庆首家千亿元级民营企业。

集美大成关注儿童成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一代代中华

儿女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接续奋
斗，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矢志报国、
实干创业的典型代表，金科就是重要
的参与者与建设者之一。

近年来，金科不断创新产品和服
务。基于用户需求，金科推出了“三系
一核”的住宅产品战略，以“东方人居”
为核，构建了“琼华系”“博翠系”和“集
美系”三大全新产品系，意在让“诗意
的栖居”成为现实生活场景。

此次冠名全国首届儿童合唱节的
金科集美系，正是金科三大产品系之
一。金科集美系集万物之美，集生活
之美，从选址到建筑、从规划到设计、
从户型到园林，予细节于匠心。重视
儿童成长，针对当代都市建筑中儿童
活动社区的缺乏等痛点，以金科大研
发体系“生命建筑”产品内核为指导，
在产品上不断升级，坚持围绕“集美亲
子儿童社区”的一个核心主题，聚焦

“亲子安全”和“成长游乐”的两个基本
主张，通过理念、用材、色彩、教育、语
言、细节和活动等八大集美儿童法则，
创造了便利生活、启蒙生活、艺术生
活、娱乐生活、健康生活、亲子生活等
十大生活场景。

截至6月，金科集美系已落子重
庆、广州、沈阳、大连、青岛、长沙、南昌
等40余座城市，重庆已经布局有金
科·集美嘉悦、金科中建·集美阳光、金
科·集美江畔等多个项目。

一个是关注儿童健康成长，以构
建全新亲子家庭关系和美好和谐生活
社区为己任的金科集美系；一个是代
表祖国未来，以纯净歌声献礼新中国
的少年群体，金科集美与全国首届儿
童合唱节的“结合”似乎浑然天成。

倾听童稚的声音，沐浴改革的春
风，唱响时代的乐章，我们看到了无数
少年在70年的时代急流中贡献力量，
成长为一代代中坚力量。站在这样的
时间节点上，回溯70载不凡征程，正如
金科控股董事局主席黄红云所言，爱
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
举办儿童合唱节这样的活动，激发出
包括少年儿童在内的全社会各个群体
的爱国之情。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每
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
设者，携手开启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方媛 图片由金科地产提供

金科集美杯全国首届儿童合唱节重庆赛区现场

参赛选手《我和我的祖国》曲目表演

■“请你也安心，不要焦急吧。要以万忍的耐心
候黎明。” ——何柏梁

■“假如母亲健在，请她不要忧虑，只要中国真正
走上民主大道那一天，一切悲苦委屈就将解除而有报
偿的。” ——文 泽

■“你的云郎是永远属于你的，是永远陪伴你的，
他是热血的男儿。” ——张学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