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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委书记说

高校书记说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面
向全院学生和思政课教师做了调
研，发出调查问卷809份，召开思
政课专项调研座谈会，在此基础
上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思政课专
题化教学改革，建设与之配套的
数字教学资源库。如制作了《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专题化
教学电子教案18个，打造多媒体
资源18个，完成专题化互动练习

多媒体资源 1 套，还完成了思政
课“名师示范课堂”建设工作，录
制了两堂视频公开课。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思
政理论教学研究部的建设，探索
互联网+思政课的教学改革,从结
构改善及能力培训等方面强化师
资队伍建设，积极构成“三全育
人”大思政格局，切实提高思政课
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马传松：

基层书记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曾家镇对照初心
使命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用心用
情用力用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深入一线查、奔着问题去、盯
住问题改，紧紧聚焦为民服务解
难题。

我们创新提出“四个一”工作
法，即每周一次调研，把情况摸
清；办成一件实事，把民心汇聚；
形成一篇报告，把整改夯实；提出

一个计策，把成果转化，助力主题
教育“实”起来。

我们采取蹲点调研、召开座
谈会、走访慰问、谈心谈话等方
式，深入企业、村（社区）、群众家
中调研共计60余次，已成功解决
虎峰山村饮水难、白林村杨梨路
扩宽等民生实事32件。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本着“百姓事无小事”
的原则，跟踪督促群众期盼的事
情件件落实。

重庆高新区曾家镇党委书记傅岗：

群众说

前几年，我在外务工遭遇车
祸，成为一名残疾人，导致工作没
了、妻子也离开了。回到村里后，
镇村干部对我很上心，先将我纳
入贫困户，又帮我修了平房，鼓励
我种桑养蚕、种辣椒增收。两年
前，我终于脱了贫。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后，镇村干部对我更加
关注，经常前来走访，鼓励我做
大桑蚕产业，不但自己要脱贫，

还要带动群众增收。今年，我在
清水村和山坳村发展桑园已超
过 200 亩，到了盛产期有望带动
几十人就近务工。不仅如此，村
里还正在为我协调修建产业人
行桥，我养殖的 1700 只土鸡，大
部分也都由驻村第一书记张罗
着卖了出去。党和政府真心关
心我、支持我，让我觉得很温暖，
我将继续做好产业，带领更多人
脱贫致富。

黔江区金溪镇清水村一组村民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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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我们聚焦主题主线，突出
实践实干，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
行统一，与当前改革发展稳定各
项工作有机结合，为民服务解难
题，干事创业开新局。

我们把脱贫攻坚作为当前头
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坚持以
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保持决战态势，持续加力奋
进。在主题教育中突出实践“脱

贫攻坚看变化、主动作为显担
当”，开展理论大学习、问题大排
查、结对大帮扶、整改大落实、典
型大宣传、成果大展示，聚力补短
板、强弱项。目前开州“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整改率达到了
99.5%，切实巩固9.47万人脱贫成
果，确保完成今年8500人减贫任
务，全力攻克深度贫困难题，坚决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升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开州区委书记冉华章：

□本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佚名

在重庆红岩魂陈列馆里，珍藏着一
张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的字条，这张字条
上面写着4个字“宁关不屈”，字里行间
透露出革命者的斗志和决心。

这张字条的书写者，就是小说《红
岩》中许云峰、齐晓轩的原型——许晓
轩。“宁关不屈”这4个字，是在怎样的
情况下书写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
事？11月14日，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
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在接
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道出了其中的
缘由。

深入一线
帮助基层党组织恢复活动

许晓轩，又名永安，1916年11月出
生于江苏省江都县。少时因生活所迫
中途辍学，到当地一钱庄当学徒。“九一
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
洪流中。1935年到无锡公益铁工厂当
会计，组织“青年读书会”，参加抗日救
亡组织“无锡学社”。卢沟桥事变后，许
晓轩随公益铁工厂迁至重庆。1938年
初，经救国会负责人沙千里介绍，许晓
轩结识了青年职业互助会的党团书记
杨修范，并参加了互助会的活动。1938
年5月，经杨修范介绍，许晓轩加入中
国共产党，成为青年职业互助会的党团
成员。

入党后，许晓轩先后在复兴铁厂、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
等处工作，还曾在沙坪坝开过青年书
店，并以此类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
工作。

1938年8月，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决
定创办《青年生活》月刊，由许晓轩负责
编辑和发行工作。每期稿件编好后，由
他送到《新蜀报》或《商务日报》印刷厂
排印。在编印刊物期间，许晓轩撰写了
《寒衣运动在重庆》等多篇文章，现由重
庆北碚图书馆收藏的《青年生活》上，几
乎每期都有许晓轩的名字。

1939年春，许晓轩任中共川东特
委青委委员、宣传部长，1940年春调任
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王浩介绍，
许晓轩经常深入工厂、学校发动群众开
展地下斗争。

拒绝亲人营救
帮助难友成功越狱

1940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许晓
轩被捕入狱，囚于重庆望龙门看守所。
当时特务提出只要许晓轩在悔过书上
签字，就可以释放他。许晓轩斩钉截铁
地回答说：“要枪毙请便，要我签字休
想！”随后便被转囚至白公馆监狱。

在得知亲人正在设法营救自己时，
许晓轩用铅笔在一张包香烟的薄纸上
写上“宁关不屈”四个字托人捎出，以向
党和亲人表达自己坚贞不屈的革命意
志和斗争到底的决心。1941年10月，
许晓轩又被转入贵州息烽集中营。

王浩介绍，国民党军统内部称重庆
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白公馆为“中
学”，息烽集中营为“大学”。短短一年
多时间，许晓轩就被升到了“大学”。

在息烽集中营，国民党特务称牢房
为斋房，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命
名。囚犯在监狱里不准用真实姓名，一
律用号码来代替名字。

许晓轩先是被关在“信斋”，编号
302，后与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囚于“忠
斋”。狱中，他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机
智勇敢，多次挫败敌人阴谋。许晓轩还协
助罗世文等人成立了中共狱中秘密支部，
作为支部核心成员，参与领导狱中斗争。

“许晓轩在狱中威信很高，难友们都
尊敬他。”王浩说，每当危难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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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烽集中营撤销，许晓轩
等72人又被转囚到重庆白公馆监狱。
由于斗争的需要，在罗世文和车耀先被
特务杀害后，许晓轩与谭沈明、韩子栋
重新成立了中共狱中临时支部，许晓轩
任支部书记。

为保存革命力量，经临时支部研究
决定，组织难友瞅准时机越狱逃跑，能
跑一个算一个，谁有机会谁先跑。许晓
轩等人考虑到韩子栋当时在狱中为小
卖部和伙食团干杂活，有机会逃走，于
是让他做好一切准备。

韩子栋利用进出监狱的机会，画了
一张道路、壕沟、岗哨等监狱四周环境
的简图交给许晓轩，并将他在狱中积存
的钱换成了现钞。随后，他们商量了越
狱的具体办法。1947年8月18日，韩
子栋利用上街买菜的机会机智逃脱，并
历经艰辛到了延安。此后，许晓轩还曾
和李子伯等筹划过集体越狱，因条件不
成熟未能实现。

用生命和热血
书写对共产党事业的坚定执着

一次，狱友宣灏在阅读传递《挺进
报》白公馆版的纸条时，被看守长杨进
兴当场抓住并严刑拷打，追问纸条上的
消息是从哪里来？是谁写的？

紧急关头，许晓轩毅然挺身而出，
承认纸条是他写的。敌人问他消息来
源，许晓轩说是在杨进兴办公室里的报
纸上看到的。之所以这么笃定，是因为
许晓轩知道宣灏传递的消息，是秘密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原东北军将领黄显声
将军看报后传出的，当然能在杨进兴办
公室里的报上找到。这事要是传出去，
杨进兴也吃罪不起，只好不了了之。

敌人见硬的不行，便改用软的花
招，许诺让许晓轩当会计，并诱以高额
津贴。但他却回答说：“我对倒马桶、洗
茅房很有兴趣。”又有一次，白公馆看守
所所长丁敏之说：“我们打算释放你，并
介绍你去教书。”许晓轩却回答：“先无
条件放出去，再谈工作吧！”

在狱中，敌人曾要许晓轩保证不越
狱逃跑，被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面对
敌人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和威逼利
诱，许晓轩始终大义凛然，坚强不屈。
后来许晓轩被罚戴重镣，在烈日下做苦
工，被关在终日不见阳光的地牢里。

1949年11月27日，杨进兴在牢门
外大喊：“许晓轩出来！”许晓轩知道自
己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他从容不迫地
走向刑场，敌人扣动扳机，许晓轩英勇
就义，年仅33岁。

王浩表示，许晓轩用生命和热血书
写了对党的事业的坚定执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执着，就是英雄模范们都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顽
强拼搏，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为国
为民奉献的志向坚定不移，对事业的坚
守无怨无悔，为民族复兴拼搏奋斗的赤
子之心始终不改。我们要学习许晓轩
等革命先烈的坚定执着精神，对信念
永不动摇，对目标永不放弃，对困难永
不低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贡献。

许晓轩：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

□张凤波

1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
上海考察时强调,开展主题教
育不能学归学、说归说、做归
做，衡量实际成效的根本标尺
就是解决问题、推动事业发
展。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
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
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
命，这种极强的修复能力让我
们党焕发出无穷的生机和活
力。

第二批主题教育的重点在
基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开展主题教育的效果如何，解
决问题的效率多高，为民服务
的诚意多真，老百姓最有话语
权。联系实际搞主题教育，把
百姓最关心的事、最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以
学习提高认识，以整改抓好落
实，让陈年的问题、难啃的骨
头、烫手的山芋有人抓有人管，
并且抓出成效、管出成果，这才
是对主题教育最好的实践。

说一千道一万，两横一竖
“干”是关键。以解决问题、推
动事业发展为衡量实际成效的
根本标尺，需要态度认真。毛
泽东同志说过：“世界上怕就怕

‘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
真’。”面对矛盾问题，每一名党
员干部都要做到：思想改造不
大而化小、隔靴搔痒，情况反映
不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问题查
摆不张冠李戴、转嫁矛盾。态

度认真端正，问题就会“聚焦成
像”，反之就会“失焦散光”。认
真既是态度问题，也是大局问
题，主题教育只有一心为民积
极而为，才会拨云见日、扎实有
效。

以解决问题、推动事业发
展为衡量实际成效的根本标
尺，贵在弘扬自我革命精神和
斗争精神。主题教育重在解决
问题，也难在解决问题。有的
单位和个人，问题找到了，但就
是拖而不办，让“半截子工程”
影响了整个主题教育的效果。
解决问题必须要有担当精神，
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
不彻底不放手、群众不认可不
罢休，以问题整改的彻底性确
保主题教育的实效性。面对矛
盾问题，以“马上办”“快速办”
为自觉，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
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
就抓紧解决什么问题，避免“只
拉弓不放箭”“雷声大雨点小”
等现象发生。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
民之事，毫末必去。”把群众的
关切放在重要位置，善于接烫
手山芋，以解决问题促事业发
展，这既是提高主题教育实效
的关键环节，也是提升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方
法。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
到年底了，把最迫切的问题、最
突出的困难解决好，是各级党
组织和党员干部送给人民群众
最好的年终大礼。

以解决问题为根本标尺

本报西安电 （记者 黄琪奥）11
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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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行活动，在陕西西安市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红岩联线文
化发展管理中心主办。“让烈士回家”系
列主题活动此前曾先后在上海、成都、
扬州等地举行。

据了解，在310位红岩烈士中，共
有包括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在内
的5名陕西籍烈士。为让陕西广大干
部群众近距离了解烈士们的光辉事迹，
来自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的讲

解员在活动现场，向观众们讲述了杨虎
城、小萝卜头等烈士的光辉事迹，还通
过红岩英烈形象报告展演的方式，向在
场的干部群众再现了绣红旗、“狱中八
条”等故事。

活动中，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
理中心还和杨虎城将军纪念馆互赠文
史资料，并共同为“红色基因传承工程”
馆际共建基地揭牌。

“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走进陕西

□本报记者 黄琪奥

在众多红岩英烈中，陕西籍的烈士
为红岩这片红色土地增添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这些陕西籍烈士中，有个名字
不得不提，那就是著名爱国将领，“西安
事变”的发起者之一杨虎城。

11月14日下午，在“让烈士回家”
系列主题活动暨红岩精神陕西行活动
现场，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讲解
员陈泓宇，充满深情地为现场干部群众
讲述了杨虎城将军的故事。

为民族大义发动“西安事变”

“1893年，杨虎城生于陕西蒲城一
户贫苦农民家中。”陈泓宇说，由于自幼
家境贫寒，杨虎城仅上了两年私塾就辍
学，并于1915年加入了护国军。

“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杨虎城曾
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军长、十七路军总
指挥等要职。”陈泓宇说，在这个过程
中，“九一八”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杨虎
城积极主动抗日，反对将介石“攘外必

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还多次面见蒋
介石要求参加抗战，但都遭到拒绝，使
其对国民党逐渐感到失望，对蒋介石也
不再抱任何幻想。

“1936年12月12日，杨虎城趁蒋
介石到西安督逼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剿
共’之时，联合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
变’，扣押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共同
抗日。”陈泓宇说，“西安事变”后，中共
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
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
安调停。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宣布
停止内战，接受国共合作。

“虽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杨虎
城所期盼的裹革马尸、浴血疆场却并未
实现。”陈泓宇说，“西安事变”后不久，杨
虎城将军就被蒋介石就地解职，派往欧
洲考察，并且不得到命令不能回国。

即使身在国外，杨虎城将军依然心
系祖国，经常参加抗日宣传。可惜的是，
面对杨虎城将军的再三请战，蒋介石置若
罔闻。悲愤之中，杨虎城愤然吟诗一首：

“西北大风起，东南血战多。风吹铁马
动，还我旧山河。”这首诗虽然只有寥寥

数语，却把杨虎城将军欲驰骋疆场、忠
心报国的爱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

12年监禁不改信仰

“1937年10月，杨虎城将军终于从
法国踏上回国的征途。但从此，杨将军开
始了长达12年的囚禁生涯。”陈泓宇说。

“在12年的监禁生涯中，蒋介石曾
几次派人劝说杨虎城，让其在报上发表
声明，公开揭露‘西安事变’的所谓真
相，并承认‘西安事变’是受了共产党的
挑拨而发动的。”陈泓宇说，面对蒋介石
的劝说，杨虎城不为所动，反而几次质
问：“我回国抗日，何罪之有，即使有罪，
也应让我戴罪立功，效命疆场。”

“杨虎城的表现让蒋介石对他恨之
入骨。”陈泓宇说，见威逼不成，蒋介石
就把怒火转移到杨虎城将军的家人身
上。特别是当杨虎城的妻子谢葆真主
动提出带上儿子杨拯中到狱中来陪伴
并照顾杨虎城将军的起居生活时，特务
更是对她进行了非人折磨，最终导致其
病逝于重庆杨家山。

“1949年9月，重庆解放前夕，国民

党特务受蒋介石指使，以蒋介石将要释
放他们为由，把杨虎城及其家人骗到重
庆歌乐山松林坡的一间小屋内。”陈泓
宇说，“杨虎城将军带领家人刚走进小
屋，就遭到了特务的残忍杀害。特务把
他们的尸体埋葬在屋外的花台里，并且
种上花草来掩人耳目。直到1950年3
月，杨虎城将军的尸体才被发现，并运
送回老家安葬。”

把杨虎城将军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红岩联线文化
发展管理中心还向杨虎城将军纪念馆
赠送了杨虎城和谢葆真合影等8件珍
贵的文物史料。

“听了杨虎城将军的故事，我在感
到自豪的同时，也感受到我肩上责任的
重大。”西安市莲湖区社区干部苏婷表
示，未来自己不仅要把杨虎城将军的故
事讲给更多人听，还要不忘初心，继承
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为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次收到的8件与杨虎城将军有
关的文物史料，更有利于我们深度传播
杨虎城将军的英雄事迹。”西安事变纪
念馆业务部副主任糜斌如表示，未来不
仅将进一步加大对杨虎城将军事迹的
宣传力度，还将对杨虎城将军生平展进
行升级，让他的故事更加广为人知。

“风吹铁马动，还我旧山河”

杨虎城将军报国之志感动家乡人民

许晓轩在狱中写下的“宁关不屈”。 （本组图片由红岩联线管理中心提供）许晓轩

▶“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走进
陕西的现场展演。

记者 黄琪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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