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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前，重庆白公馆、渣滓洞
300多位牺牲的革命烈士，在残酷的
斗争实践中总结出“狱中八条”。这是
一份诞生在黑牢里的报告，是烈士们
最后的嘱托,字里行间充满了痛切、悲
愤、反省、忧虑、期望，唯独没有颓伤和
灰心。

这些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血的
教训”的“狱中八条”是如何诞生的？

“狱中八条”到底写了什么？11月7
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市委党校文
史教研部副主任陈晓莉。

“狱中八条”由《狱中意
见》整理而成

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
叛徒出卖被捕，与曾直接领导过他的
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张国维一
同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楼七室。因
为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
张国维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
去，为此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
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
党报告。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
公馆。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他的入
党介绍人，曾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
记）、王朴（曾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
陈然（曾任《挺进报》特支书记）等，进
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对重庆党组织
遭受的重大破坏痛心疾首，对失败的
教训深刻反省，对新中国深情寄望。

1949年“11·27”大屠杀之夜，罗
广斌带领10多位难友成功脱险。为
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12月25日，他
向中共重庆市委上报了名为《重庆党
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这份报告分七个部分，第七部分即为
《狱中意见》，共八条，分别是：

1、领导机构腐化；
2、缺乏教育、缺乏斗争；
3、迷信组织；
4、王敏路线；
5、轻视敌人；
6、经济、恋爱、私生活；
7、整风、整党；
8、惩办特务。
1989年，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

任、研究员胡康民，根据川东地下党老
同志萧泽宽等提供的线索，在重庆市
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并加以整理
和挖掘，将《狱中意见》中的八条提炼
为：

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

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

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

“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

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8、惩办叛徒特务。
后来这被称为“狱中八条”。

少数领导同志脱离党和
群众的监督，从生活腐化开
始，走向了政治上的腐化

陈晓莉称，“狱中八条”中第一、第
三、第六条主要是针对当时几个重要
领导干部叛变，狱中同志发出的沉痛
呼声。同志们认为，在长期的地下环
境里，隐蔽埋伏，相对平静安全，这是
必要的，但少数领导同志脱离党和群
众的监督，从生活腐化开始，走向了政
治上的腐化。

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
刘国定就是其中典型。刘国定1938
年入党，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
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他在骨子里
是个人至上主义者，在党内取得了一
定地位后便开始私欲膨胀。据狱中同
志揭发，他平时收入有限却好追求享
受，想扎姘头养情妇做生意。他向川
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借钱未
果，刘国定对此怀恨在心，遂向川东临
委书记王璞诬陷何有经济问题。王璞
经过调查了解，发现其实是刘的问
题。后来何忠发因刘出卖而被捕。刘
国定在参加特务组织时，与特务头子
徐远举讨价还价，说自己是“省委兼市
委”，要做少将，要做处长。在特务机
关，刘国定除了对徐远举毕恭毕敬以
外，对其他特务分子全不放在眼里，自
以为有“本钱”，还可以继续出卖原先

的同志，出卖共产党，为特务立功。
作为城区区委书记的李文祥坐牢

8个月，过不了感情关，最后叛变。他
出卖了他领导的16位同志（三人被捕
牺牲），其宣布叛变的“三条理由”中的
一条就是：我太太身体太坏，会拖死在
牢里，为她着想我只有“工作”。

在狱中，同志们结合自己讨论了
如何看待组织存在的问题。江竹筠
说过：“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
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王朴检查
自己的认识说，在被捕前一直迷信上
级，依赖组织，没有想过自己就是组
织的一部分，组织的力量要靠各个分
子的共同努力才能发挥整体的战斗
作用。

“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

“第四条主要是针对上下川东三
次武装起义的惨败和《挺进报》被破坏
而说。”陈晓莉称，1948年初至8月，
川东地下党在上下川东发动了三次武
装起义，但很快失败。狱中同志有的
直接参加过起义，有的参加过为起义
服务的有关工作。他们大都认为，为
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根据上
级指示，发生了“过左的盲动倾向”，领
导武装起义的几位同志，忠实积极，英
勇战斗，但对形势估计不足，盲目乐
观，缺乏准备而又急于求成。

第五条与第四条问题相似：麻痹
轻敌。一方面，从领导层来说，表现出
来的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本应更好
地隐蔽自己，麻痹敌人，深入发动群
众，伺机侧重开展群众性的合法斗争，
但有的同志却大肆张扬，突出公开斗
争，向敌人投寄《挺进报》，公开武装起
义。另一方面，具体到人，许多同志，
恨特务，怕特务，又轻视特务，认为“特
务算什么东西”，却不知道实际上特务

对我们已有多年的研究，而我们还蒙
在鼓里。有的同志被捕前，在已被特
务监视的情况下，还不以为意。有的
同志的信件长时间被捡扣、被偷看而
未发觉。有的同志明知有危险，却侥
幸不走，程谦谋就是这样被捕牺牲的，
他生前说：“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
了！”

一份宝贵的党史资料、
一份厚重的党性教材、一份
沉甸甸的政治嘱托

“第二条和第七条都是讲党内教
育。”陈晓莉称，狱中同志热切希望在
他们身后，能切实加强党内教育，最重
要的是在实际斗争中进行锻炼，提高
全党的政治思想水平。陈然烈士说：

“矿砂只有经过提炼，才能生产出金
子。”许晓轩烈士陈述了他对党的“唯
一意见”：希望经常注意党内教育、审
查工作，决不能允许非党思想在党内
蔓延滋长。第八条“惩办叛徒特务”是
狱中志士们一致的强烈要求。

“‘狱中八条’是革命烈士用鲜血
和生命换来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份宝
贵的党史资料、一份厚重的党性教材、
一份沉甸甸的政治嘱托。”陈晓莉说，

“狱中八条”是狱中共产党员的斗争经
验总结，每一条都是发自肺腑；是狱中
共产党员的深刻思考，字里行间浸透
着血与泪；是狱中共产党员的衷心希
望，今天的人，特别是全体共产党员不
能忘记。

“狱中八条”警示我们：要坚定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思想从严、
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
从严、反腐从严，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
思想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真正做到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努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狱中八条”：血与泪的政治嘱托
本报记者 匡丽娜 通讯员 刘和平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
生 苏畅）破解积水难、改造小公厕、
规划停车位……“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以来，合川区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
点问题，组织各镇街、各部门、各单位
细化制定了检视问题清单、整改措施
清单、任务落实清单，同时整合“三清
单”形成督查督办“一张表”，做实“三
清单一张表”动态管理机制，一桩桩群
众密切关注的民生“小事”，都被纳入
到问题整改的清单中来。

在主题教育中，合川区各级各部
门深入基层“打捞”问题。在合川区南

津街街道，目前保有车辆3万辆左右，
但车位只有2.5万个，存在5000个车
位缺口，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大量乱
停乱放现象。

作为一个拥有大量老旧小区的老
城区街道，如何解决车位缺口？主题
教育后，南津街街道将交通整治纳入
检视问题清单，并启动“三清单一张
表”动态管理机制。街道与区级有关
部门通力合作，一方面将公共路段纳
入城市管理，新增划线停车位3100多
个；一方面在16块公共区域设置停车
位1100个。

南津街街道负责人告诉记者，新

增停车位的收费款将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全部用于解决单体楼脏乱差问题。

“5天时间，政府及时解决了积水
问题。积水排了，我们的心情也舒畅
了！”合阳城街道阳光美庐小区居民也
是“三清单一张表”动态管理机制的受
益者。

原来，前段时间因道路改造施工
和路边排水沟改建，阳光美庐小区侧
门附近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影响
小区居民出行。这一问题同时出现在
合川区住建委党委、合阳城街道濮岩
社区党委的问题整改清单上。

10月9日，合川区住建委、合阳

城街道、阳光美庐物业公司、施工单位
及小区业主代表共同召开现场办公
会，就小区侧门积水问题解决方案征
求各方意见。

“管网施工要花多长时间？”“施工
期间，车辆如何进出？”……经现场沟
通，居民们诸多疑问得到解答，各方最
终达成一致，制定了保证行人和车辆正
常出行的施工方案。10月10日，施工
单位进场施工，13日，工程顺利完工。

在“三清单一张表”动态管理机制
中，合川区对每个整改项目明确牵头
区领导、牵头部门、责任单位、整改措
施、整改时限、整改进度、落实效果。
区委主题教育办每周三统筹梳理各牵
头整改单位上报的“三张清单”情况，
整合形成督查督办“一张表”，分送牵
头区领导逐项推动，10个区委巡回指
导组根据“一张表”逐项督查督办。

目前，合川区已整改解决群众切
身问题1700余个。

合川推行“三清单一张表”

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本报讯 （记者 王翔）前不
久，巴南区李家沱街道针对老旧小
区群众晾衣难题投放了一批共享衣
架。没想到，这“共享衣架”迅速成
为了当地群众口口相传的网红语。
在一些网站的留言板上，不少市民
向所在街镇提希望：“李家沱，快来
我家楼下安个共享衣架，我想晒晒
好心情！”

李家沱共享衣架的走红并非偶
然。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李家沱街道认真检视问题，深
入查找差距，主动向各种民生难题

“叫板”，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卫
生、交通拥堵、物业管理、安全稳定等
问题，积极采取措施，并从解决有难
度、实施有温度、服务有深度的事情
抓起，以“三度工作法”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在李家沱街道，有着不少老旧居

民楼，很多房屋没有阳台或采光不
足，部分居民就在室外公共区域自行
拉铁线晾晒衣服，甚至晾晒在电线
上，不仅影响美观，还存在严重安全

隐患。
“虽然知道这样既不雅观也不文

明，但确实没地方晾晒衣物。”一边是
居民的生活需求，一边是城市管理亟
待规范乱牵乱挂的问题。面对这一棘
手难题，李家沱街道党员干部“以疏代
堵”拿出了办法——投放共享衣架。

“安装过程中，我们征求群众意
见，将晾衣杆从最初设计的镀锌管改
成不锈钢管，从1根杆变成3种样
式，还加入了防滑设计。”李家沱街道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街道已投入
资金30万元，为辖区200余个老旧
居民点制作了共享衣架。

除了共享衣架，李家沱街道还
投入一批大件垃圾回收箱、机动车
停车位、停车导示牌、餐厨垃圾桶封
闭收纳箱等，解决群众细微却具体
的民生需求，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主
题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目
前，巴南区其他部分镇街也引入了
李家沱共享衣架、大件垃圾回收箱
等经验，解决老旧小区居民晾衣难
的问题。

李家沱街道解决200余个老旧居民点晾衣难题

共享衣架晒出居民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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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李家沱的共享衣架。 通讯员 罗莎 摄

区县委书记说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精细
化、智能化、人性化”，打造城市品质
升级版，不断提升时尚江北的城市魅
力。

江北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理
念，在有机更新、文脉延续上下功
夫，着力打造观音桥商圈等地区的
旧城改造升级版。我们以“大手笔”
打造时尚之都。以 5A 级标准推进
朝天门大景区江北嘴片区的整体提

升，持续办好长江上游城市花卉艺
术博览会，提档升级“魅力江北嘴”
主题灯饰，加快打造江北嘴“光博物
馆”，充分发挥九街全市夜市最潮街
区、鎏嘉码头4A级景区的集聚带动效
应，规划建设重庆金融博物馆，加快建
设江北嘴地标建筑“A-ONE”国际
金融中心项目，着力打造内陆国际
金融中心，努力建设“近悦远来”的
美好江北。

江北区委书记李维超：

高校书记说

在主题教育中，为了真正把为民
服务解难题落到实处，我们采取召开
座谈会、实地考察、个别访谈、问卷调
查等多种方式进班级、进宿舍、进食
堂……深入到基层一线调研，认真解
决师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如针对校园安全问题，我们健全
完善预警机制，增加高清摄像头、监
控预警报警装置，并将录像存储时间

延长至 90 天；我们还制定了交通安
全限速、限行、人车分离的机制，进一
步保障师生们的安全。

为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我们在学校的5个社区文化
式书院建了5间党员活动室；以学生全
面发展为中心，我们升级了社团活
动、公益服务、艺术实践、竞技体育等
系列活动，打造“三全育人”新模式。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党委书记苏开荣：

基层书记说

天元乡是全市 18 个深度贫困
乡镇之一。我们把脱贫攻坚全面融
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的总要求，通过开展脱贫摘帽

“百日行动”，切实为贫困群众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确保到
今年底，98 户、300 名未脱贫人口顺
利实现脱贫销号，整乡实现脱贫销

号。
当前，乡党政领导班子实行了驻

村工作和分管工作“双包干”、通过月
研判、周部署、日报告、时回访等工作
机制，确保脱贫路上无一户一人掉
队。我们正在抓紧推进脱贫攻坚三
年计划的90个建设项目，其中，乡卫
生院、中心小学、广场等一批民生项
目进展顺利，有望年底前投入使用。

巫溪县天元乡党委书记林永：

群众说

酉阳县城道路交通拥挤一直是
我们广大市民所关注的，特别是几所
学校门口，一到放学的时候，很多家
长的心都是悬起的，担心孩子过马路
时出事。但是从才建好和正在修建
的几座人行天桥就看得出，县委、县
政府是将我们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
拿在手上的。

我看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这些标语时，心里感觉很温
暖。街道的干部办事效率也很快，只
要接到市民反映背街小巷路面破损、
路灯故障等情况，都能在第一时间去
进行处理了。“群众身边无小事！”党
员干部能把群众反映的小事当成大
事来抓，就可以看出，我们县的“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抓得好，抓
得实，而且还见成效了。

酉阳自治县桃花源街道居民张洪均：

主 题 教 育 大 家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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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不久前，大渡口区建胜镇
一家塑胶厂工人不慎被机床压伤手
指,治疗出院后与厂方就医疗赔偿问
题产生纠纷。此事最终在建胜镇商会
律师的极力调和下达成协议，厂方得
以快速恢复正常生产。这是建胜镇商
会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用实打实的服务助推会员企业安

心发展的又一个缩影。
建胜镇地处城乡接合部，幅员面

积20.6 平方公里，辖6个村、4个社
区，现有企业 280 家，个体户 595
家。2011年，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
发展，在建胜镇的组织倡导下，辖区
企业与热心人士自愿组建了非营利
性商会组织——建胜镇商会，并先后
吸纳了50余家企业成为会员。几年

来，建胜镇商会不但给会员提供创新
升级、招工推介、解难助困等服务，还
聘请专业法律顾问为企业实时提供
法律援助。

今年，在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建胜镇商会不但
发动会员参加了该区工商联组织的相
关学习，参与了非公经济人士理想信
念教育实践活动，还组织开展了民营

经济发展扶持政策宣讲会，让会员企
业紧跟时代发展潮流、为自身发展寻
找未来方向。

“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像
解决塑胶厂纠纷这样，我们今年用实
打实的服务，已为会员成功调解纠纷
20余起，让企业在面临突发事件中顺
利恢复生产。”建胜镇商会相关负责人
说，自商会成立以来，他们的法律顾问
为会员提供百余次法律服务，协助处
理会员企业纠纷达270起，调解成功
率达100%。

目前，建胜镇商会50余家企业发
展顺利，解决了1200余名群众的就业
问题，会员企业年收入总额达4.9亿
元。

大渡口建胜镇商会：

用实打实的服务助推企业安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