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白戈在回忆录
中描述：“喻克由身材高
大，面色黝黑，身上穿的
总是那件旧蓝布长衫。
干起工作风风火火，扎
扎实实，在同志中很有
威信，我们都把他当大
哥看待。”

■面对死亡，喻克
由在绝命书上慨然写
下：“母亲：儿不孝，不
能奉老还山，罪甚，罪
甚……儿未见革命成
功，此亦大憾也。家人
好友不必为我悲念，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名而
死，亦可无恨……”

追寻先烈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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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区去年发布了9条红色旅
游路线，除了沙磁巷等革命遗址，还有
一个人们不太熟悉的地方——高店子
老街。

“高店子老街上榜，主要是因为喻
克由烈士。”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副
主任陈朝晖介绍，作为高店子小学曾
经的校长，喻克由不仅是重庆地区早
期的共产党员之一，更是中共沙坪坝
区第一个党支部的创建人。

从乡村里走出的革命青年

9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一行来到
位于歌乐山的高店子老街，在重庆市
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附近的一条小
巷中找到了喻克由烈士雕像。雕像上
的喻克由目光坚毅，眉目之中透露着
对敌人的蔑视。

陈朝晖介绍，喻克由于1896年
10月出生在歌乐山高店乡一穷秀才
家中。由于长期生活在贫苦的山村，
喻克由深知民间疾苦，特别是在目睹
了军阀的横征暴敛，地主豪绅的巧取
豪夺后，喻克由在很小的时候便有了
强烈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意识。

1918年，22岁的喻克由考入巴
县国民师范学校，并在那里遇到了革
命的引路人——童庸生。

史料记载，在童庸生的影响下，喻
克由很快接受了革命主张，并在1924
年3月，经童庸生介绍加入社会主义
青年团。1926年1月，喻克由转为共

产党员，成为重庆地区早期的共产党
员之一。“在这段时间里，喻克由把家
乡作为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
的基地，不仅在高店子创办了工人农
民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还于1925
年7月，建立了高店乡共青团支部。”
陈朝晖说。

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喻
克由前往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惨案
发生的经过，并呼吁报界声讨军阀罪
行，接待和联络脱险同志。当年7月
18日，喻克由又跟随新任四川省临时
省委书记傅烈秘密回到重庆，投入到
四川省委的重建工作中。

“回到重庆后，凭借过去打下的群
众基础，喻克由的工作很快取得了成
效。”陈朝晖介绍，当年9月，中共高店
子场特别支部宣告成立，成为重庆市
郊反帝反封建的一面旗帜。

喻克由当年的战友任白戈在半个
多世纪后撰写的回忆录中描述：“喻克
由身材高大，面色黝黑，身上穿的总是
那件旧蓝布长衫。干起工作风风火
火，扎扎实实，在同志中很有威信，我
们都把他当大哥看待。”

小小院落见证巴县县委兴衰

在沙坪坝区委党史办，记者见到
了一张旧照片，上面是一个普通的农
家大院，说明也相当简单——矿山坡
喻家大院。“这个大院不仅是喻克由的
家，也见证了中共巴县县委的诞生以
及二次重建。”陈朝晖说。

时光追溯到1928年2月，在家里
与家人欢度春节的喻克由突然收到了
一封书信，上面工整地写着：“升堂（喻

克由的化名）：我们决定初九江巴的同
学来拜年，同学有铜罐、同兴、龙凤、静
观、两路、白市驿及城内的总共18人，
你可做春酒，请你作好安排，准备睡
处。”后面的署名是贺泽。

“贺泽就是当时四川省临时省委
书记傅烈的化名。”陈朝晖介绍，这场
春酒实际上是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的江
（北）巴（县）党的干部工作会议。之所
以选择在喻克由家中举行，主要是考
虑他家距离主城区较远，且单家独户，
群众基础好。

接到信件后，喻克由立刻动员家
人，投入到此次会议的准备中来。史
料记载，喻克由先是动员家人准备
了两桌酒菜，还腾出了房屋。在傅
烈等人到来后，他还安排妻女和四
弟在山头站岗放哨，保证参会人员的
安全。

“也就是在此次会议上，傅烈等人
决定在当年的3月9日于兴隆巷召开
巴县县委成立大会，同时通过了成立
巴县西里区委的决定，喻克由也被任
命为区委书记。”陈朝晖说。

不过，巴县县委成立大会却遭遇
“兴隆巷事件”，傅烈等人被捕，喻克由
因故未能参会，幸运逃过一劫。“喻克
由在得知傅烈等人被捕的消息后，不
仅没有被敌人的血腥手段吓退，而是
发誓要更加顽强地战斗，为死难同志
复仇。”

几天后，幸存的四川省委常委召
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常委张秀熟代理
省委书记，喻克由任巴县县委书记、并
主持重庆市郊党的工作。当年3月
18日，喻克由发出请帖，邀请了一批
学生模样的人来到喻家大院，参加他

的30岁生日宴。这批宾客正是当时
重庆各乡场的党员代表，在这场生日
宴上，中共巴县县委重新建立。喻克
由在重建大会上发誓：“将不惜一切同
敌人斗争到底，加紧实施春荒暴动计
划，誓为战友们报仇雪恨。”

用生命践行革命信仰

1928年3月26日晚，喻家大院外
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一位腆着大
肚子的女子开门看清来人是喻克由
后，赶紧把他迎进屋。听到有人来，一
个小女孩也跑出来，看清是谁后，抱着
他一个劲地喊：“爸爸，不要再走了
吧！”

走进屋内，喻克由对女子说：“外
面风声很紧，我有任务在身，待一会
儿就要走。”他还嘱咐弟兄们代他尽
孝，正当他和自己的母亲告别时，院
子外面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拍
门声……

原来，喻克由得知怀孕的妻子生
了病，年幼的女儿非常想念父亲，于是
当晚路过喻家大院时，借机探亲。没
想到，他的行踪被地主陈洪恩看见后
告发，喻克由不幸被捕。

“喻克由被捕后的表现，体现了
共产党员坚守信仰、绝不背叛的英雄
品格。”陈朝晖说，当时军阀刘湘在得
知喻克由被捕的消息后，连夜派军警
团将喻克由从镇公所看守室解押到
重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监狱，以“共
党要犯”关进重刑犯牢房。同时指派
第二十一军政治部主任戴弁审讯，威
逼利诱，妄图获得重庆地下党组织的
情况。

史料记载，戴弁曾告诉喻克由：
“只要你交出你的上级和领导人员名
单，写个悔过书，我们刘军长将重用
你，否则，你性命难保。”面对这样的威
胁，喻克由不仅紧咬牙关、没有吐露任
何党的机密，还多次历数刘湘等军阀
祸国殃民的罪行，让戴弁等人下不了
台。

1928年4月19日上午，当法警打
开牢门，早有思想准备的喻克由意识
到最后时刻来到了。他拖着沉重的脚
镣昂首走进军法处大堂，不等法官念
完判决书，就高声呼叫：“拿纸笔来，我
要留下遗言。”

随后，喻克由在纸上慨然写下：
“母亲：儿不孝，不能奉老还山，罪甚，
罪甚……儿未见革命成功，此亦大憾
也。家人好友不必为我悲念，人生自
古谁无死，留名而死，亦可无恨……”
写毕，喻克由将笔掷向大堂，昂首走向
囚车，高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时年
32岁。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9月4
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让
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暨红岩精神
区县行活动启动仪式在北碚区王朴
中学举行。该活动由市委宣传部、红
岩联线、北碚区委主办，王朴、蓝蒂
裕、左绍英等红岩英烈的事迹感动了
现场500余名观众。

9月 4日至 11月 27日，结合第
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和“讲红色故事、讲革命精神”主
题活动，“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
暨红岩精神区县行活动将走进北碚、
綦江、万州等12个区县和重庆大学，
让红岩英烈的精神在巴渝大地广为传
播。

红岩联线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
籍红岩英烈共有94人，其中，16人无
法查证详细的籍贯地。区县行活动共
涵盖53位红岩英烈，11月27日，歌乐
山烈士陵园将举行大型“让烈士回家”
纪念活动，剩余25位重庆籍红岩英烈
户籍所在区县相关负责人将参加活
动，将烈士有关史料带回。

在北碚站活动正式启动之前，参
加活动的观众瞻仰了王朴中学附近的
王朴烈士陵园，该中学高三学生张曼
作了讲解。她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她
几乎每周都要来陵园进行义务讲解，
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感受到王朴和
母亲金永华的革命事迹，“在我心中，
王朴是一位有着崇高理想信念的英
雄，他激励着我克服学习和生活上的
困难，做更好的自己。”

“小群：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
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狗狗取名‘继志’。”“愿你用变秋天为
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

美丽的园林。”活动中，红岩联线讲解
员为观众讲述了王朴、蓝蒂裕等红岩
英烈的故事，英烈们在狱中的口信和
遗诗令人动容。

“各区县应继续深入挖掘本土
红色资源，以打造‘红色基因传承工
程’校地共建基地为契机，积极开展
各类革命传承教育活动，引导广大

干部群众铭记红色历史、永葆革命
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市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说。

“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暨红岩精神区县行活动启动

94位重庆籍红岩英烈将“回家”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通讯
员 钟丽君）9月4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五中法院获悉，该院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最高法“突
出问题集中整治，加强内部管理”专项
活动，扎实开展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加
强内部管理，持续提升法院内部管理
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共整治了7个方
面的17项问题。

市五中法院成立了以党组书记、院
长为组长的专门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
集中整治工作实施方案，重点从政治
建设、队伍管理、审判管理、机关管理、
落实司法责任制、监督执纪、风险防范
等7个方面梳理需集中整治的问题。

“通过认真梳理汇总各部门查找
的具体问题，结合各部门职能，紧盯突
出问题，对整治事项和整改内容进一
步分解细化，明确了部分再审案件审
理时间较长，少数案件归档不够及时，
网络安全防范需进一步完善等17项
具体问题。”市五中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戴军介绍，问题明确后，市五中法院
立即建立整治工作台账，并按照职能
分工，明确了责任领导、责任部门、责
任人及整改完成时限。

随后，市五中法院对照整治工作
台账，采取检查剖析、讲专题党课、召

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研究制定制度等
举措，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面集中整
治。并通过召开“两优一先”代表座谈
会、青年干警座谈会，向辖区基层法
院、人民陪审员、律师等发放300余份
问卷调查表征集意见建议，进一步提
高整治效果。

“我们坚持把严的要求、严的纪律
贯穿始终，要求人人撰写剖析材料，人
人进行对照发言，并通过审务督察、司
法作风检查等方式，对全院集中整治
情况、司法作风纪律情况进行定期督
察和临时抽查，对能够立即整改的15
项问题，整改一件、销号一件，对不能
立即整改的2项问题实行动态管理，
盯住改、限期改，确保台账上的问题清
单逐项落实。”戴军说。

此外，市五中法院还以此次集中
整治为契机，全面加强法院规范化建
设。先后召开“司法规范化建设筹备
会”“规范化建设调研座谈会”，倒查法
院内部管理制度机制方面的漏洞和薄
弱环节，提出需要“立、改、废”的制度
建设清单。修订完善了《专业法官会
议纪要制度》《关于严格考勤制度的规
定》《工作人员休假规定》《外出培训考
察暂行规定》等制度规定，从制度层面
规范法院各项工作，杜绝问题“回潮”。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主题教育实效

市五中法院集中整治
7方面17项问题

位于沙坪坝区歌乐山的喻克由烈士雕像。
记者 齐岚森 摄

重庆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喻克由

留名而死，亦可无恨
本报记者 黄琪奥

9月4日，红岩联线讲解员在活动现场讲解王朴烈士事迹。 记者 赵迎昭 摄

民主镇朝龙村半坎生猪养殖场进
行环保整改，一个月之内清除污染“毒
瘤”，附近5户村民饮水安全得到保
障，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西城街道会峰村的脱贫支柱产业
老盐菜，通过街道党工委牵线搭桥，与
重庆一家餐饮企业连锁店签订长期供
货协议，使滞销的老盐菜很快打通销
售渠道，为贫困户稳定增收插上翅膀；

区里举行“我爱我村”抓党建促脱
贫攻坚驻村工作集中展示活动，组织
14名选手开展演讲比赛，让扶贫一线
干部学有标杆、做有榜样；

……
这些变化，是南川区巡察“亮剑”，

传导压力、压实责任带来的效果。
今年4月初，南川区结合中央脱

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认真
落实“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向村（社区）
延伸”的要求，以巡察监督为抓手，直
抵基层对全区40个已“摘帽”进入巩
固提升的贫困村党组织开展全覆盖脱
贫攻坚专项巡察，打通监督“最后一公
里”，深入发现问题，推动整改，助力实
现“两不愁三保障”，确保高质量如期
打赢脱贫攻坚战。

做实基础工作
打好巡察“准备战”

“开展巡察、压实责任，是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有力抓手。搞好巡察，必
须首先选齐配强巡察组人员。”4月
初，南川区委书记、区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丁中平要求组建脱贫攻坚专
项巡察铁军。

随后，在南川区纪委监委、区委组
织部、区农委等单位和乡镇（街道）精
选政治素质高、熟悉扶贫工作、懂政策
法规、审计、财务等方面的人员，组建
了10个巡察组，采取“固定人员+机
动人员”的模式，每个组负责3—5个
村，对全区40个已“摘帽”进入巩固提
升的贫困村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察。

巡察目的是精准发现问题，推动
工作。南川区以“提高巡察技能·助力
脱贫攻坚”为主题，邀请专家对巡察人
员开展“点对点”的培训。“重点讲明本
次巡察的目的意义，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责任意识；讲清‘发布巡察公告、开
展巡察了解、报告巡察情况、反馈巡察
意见、线索分类移交、督促整改’等环
节的工作流程；讲透‘听、谈、查、访、
改、处’等工作方法。”南川区纪委监委
有关负责人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培训
是为了提高工作质效。

灵活运用方法
打好巡察“直击战”

“方法对头，事半功倍；方法不对，
事倍功半。”为了避免“眉毛胡子一把
抓”“丢西瓜捡芝麻”的问题，专项巡察
实行突出重点巡察。

5月30日，第七巡察组组长刘高

琼带队，根据此前收集的贫困户名单
信息，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
汇报、不用陪同、直奔村社、直插现场”
的方式，对福寿镇白岩村贫困户危房
改造开展巡察。

他们没有“惊扰”村社干部，直接
“潜入”一户贫困户家了解情况。

结果发现村里2016年对该贫困户
C级危房进行改造，只简单对房屋外墙
面进行粉刷，并未采取加固措施消除
隐患，做表面文章，存在形式主义。

经过讨论分析，巡察组顺势对该村
危房改造资金账目进行仔细核查，发现
实际投放资金与账目资金出入存在“缺
口”，有弄虚作假和侵害贫困户利益嫌
疑，于是，立即向福寿镇党委反馈意见，
要求对该村认真核查，并限期整改。

在开展巡察过程中，南川区坚持实
事求是原则，实行客观公正巡察，“不放
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敢于动真碰硬
打好巡察“整改战”

“发现问题是巡察工作的生命线，
推动解决问题是巡察工作的落脚点。”
南川聚焦问题整改，分类处置问题，做
实巡察“后半篇文章”。

“梳理分析巡察发现问题，研判群
众反映集中的问题是什么、集中在哪些
领域、与哪些领导干部和部门有关，然
后分门别类移送村（社区）党组织、乡镇
党委、涉事区级部门。”南川区纪委书
记、区监委主任、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常务副组长刘诗权说，专项巡察旨在发
现问题、推动整改，必须明确整改时限、
要求，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巡察过程中，第四巡察组组长程在
兵带队，根据在镇里收集的畜禽养殖大
户名单，奔赴半坎生猪养殖场开展巡察。

巡察发现该养殖场有生猪40余
头，所排粪便注入约100立方米的化
粪池，该池没有加盖，有两条宽约2公
分、长约2米的裂缝，导致粪水横溢，
滋生蚊虫细菌，影响附近5户人家饮
水水质问题。

随即，按照“边巡边改、立行立改”
的要求，巡察组第一时间给民主镇党
委下达《巡察立行立改通知书》。

民主镇党委主动认领，扛起责任，
责成生猪养殖场及时整改。

该养殖场场主聂大伦第一时间对化
粪池和泄漏裂缝进行处理，分流雨水粪
污，并对粪污进行消纳。就这样很快清
除了污染“毒瘤”，赢得附近村民称赞。

“在巡察中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
将移送区纪委监委依纪依法处理。同
时，实行联动监察，用好区里组建的5
个‘上下联动’纪检监察协作组，对巡
察扶贫发现的问题优先办理、直查快
办。”刘诗权说。

为了防止“雨过地皮湿”、出现虚
假整改，南川区还在强化跟踪督查上下
了功夫。“我们建立了督查组，开展‘回
头看’，实行‘问题清单销号’，做到问题
不整改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追
究处理不到位不放过。”刘诗权说。

南川开展全覆盖脱贫攻坚专项巡察——

直抵基层40个村
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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