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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匡丽娜

1920年8月27日，重庆朝天门码头，一位意气
风发的青年踏上了前往法国的留学之旅。

1928年4月3日清晨，还是在重庆朝天门。“砰、
砰、砰……”随着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枪声响起，这位
青年和其余几位革命志士被残忍杀害。

“他就是中共四川省委首届组织部部长周贡
植。这一年，他29岁。”11月25日，九龙坡区社科联
副主席王永登向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周贡植的故
事。

23岁加入旅欧中国共青团

周贡植1899年出生在重庆巴县铜罐驿乡（今
九龙坡区铜罐驿镇）陡石塔村。19岁那年，周贡植
从巴县中学毕业并顺利考进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
预备学校。1920年10月，周贡植抵达法国马赛。
置身异国，周贡植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工作，努力
学习。

一天晚上，周贡植刚回到寝室，同学袁庆云悄
悄塞给他一本小册子。周贡植翻开一看，是一本
《共产党宣言》！他如饥似渴地看完小册子，热血
沸腾。在袁庆云的邀请下，周贡植参加了一个特别
的聚会，结识了共产党旅欧代表赵世炎、周恩来和
刘伯坚等人。

23岁的周贡植毅然加入了旅欧中国共青团，由
于表现突出，很快便转为正式党员。1925年秋天，
周贡植被党组织安排回国，在重庆的中法大学四川
分校任教。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
成立，并在中法大学四川分校成立了“农民运动研究
会”，周贡植担任农业部秘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他就在省内14个县建立了农会，发展了2万多
名会员。同时，他在自己家乡发展党员，成立了中共
铜罐驿党支部，建立了乡农会和区农会，还组建了一
支“农民自卫军”，以保卫农会和农民的利益。

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在他家
中召开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刚刚进入南京城，英、
美军舰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骚扰，炮击南京城，炸

死炸伤中国军民2000余人，史称“南京惨案”。此消
息传到重庆，点燃了重庆人民的反帝怒火。1927年
3月31日，重庆数万群众手持横幅，聚集在通远门
附近的打枪坝上，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

杨闇公、周贡植等人刚刚走上主席台，突然枪
声四起，大批军警拥了过来。在周贡植的指挥下，
大部分参会人员平安离开了会场。直到军警冲进
会场，周贡植等人才翻越围墙脱险。这次声讨大
会，遭到了军阀刘湘、王陵基等反动势力的镇压，
造成137人遇难，1000多人受伤，史称“三·三一”
惨案。

后来，周贡植被党组织安排到国民党湖北省党
部任秘书长，协助国民党左派开展工作。蒋介石发
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公然背叛革
命，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党组织受到了极大的破
坏。不久，党中央派周贡植返回重庆，把家乡的党组
织重新恢复起来。

1927年8月，周贡植离开武汉，回到老家铜罐
驿。铜罐驿紧靠长江，地形隐蔽，中共铜罐驿党支部
在当地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上级决定在周贡植家
里召开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

周贡植向父亲请求说:“有一批留法同学，要来
我们家里聚会,希望父亲能够同意。”他父亲心里明
白，微笑着回答:“放心开会吧，这里很安全。”

王永登介绍，1928年2月10日，中共四川省临
委会扩大会议在周贡植家中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
省委委员11人，候补委员5人，并由5位常委组成了
常委会，周贡植任农委书记兼组织部长。1928年2
月15日，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结束，中共四
川省委正式成立。

为理想信念慷慨赴死

“在周贡植等同志的努力下，全省的革命工作蓬
勃开展。反动派加强了白色恐怖统治。”王永登称，
1928年3月9日下午，重庆城区兴隆巷8号，中共巴
县县委成立大会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突然，三个
巡警上门来收“公巡捐”，在楼下没见到人，便上楼来
催缴钱款。巡警一看屋里坐了这么多人，以为是聚
众赌博，马上堵住门喊“抓赌”，并吹口笛呼唤其他警
察。党组织的名册、文件、传单、刊物、资料等物证当
场被搜出，巡警才知道抓到了共产党。周贡植等9
人被捕。

“由于他们都是中共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反动
军阀王陵基亲自审讯。”王永登介绍。

审讯室里，王陵基向周贡植承诺:“只要周公子
说出你们的组织和人员，我保证今天就放你回家。”
周贡植冲着王陵基轻蔑地一笑，拒绝诱惑。王陵基
气急败坏，对周贡植实施酷刑，依然一无所获。战友
们被周贡植的革命斗志深深激励，个个英勇不屈，始
终保守着组织的秘密。

王陵基下令枪毙这些共产党员。临刑前的一
天，狱警再次提审了周贡植。原来，在周贡植被捕入
狱后，父亲周信诚通过一位在国民党任职的远房亲
戚，送去了整整一千块银元。

对方收了银元，勉强同意放人，却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周贡植写一份悔过书。周贡植坚定地说：“我
绝不苟且偷生，誓要与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在生
命的最后时刻，周贡植托人带话，要妻子和腹中的孩
子，将来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

周贡植牺牲以后，亲友们深夜悄悄地收殓了他
的遗体，运到铜罐驿陡石塔村埋葬。

如今，位于铜罐驿镇陡石塔村（现为英雄湾村）
的周贡植故居修葺一新，故居内正在举办“初心·使
命·奋斗——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物史料
展”。

“周贡植同志临难不苟、舍生取义的光辉形象永
远活在人们心中。”王永登说，先烈的故事激励大家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承和发扬革命烈士为党牺
牲奉献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爱党爱国之情落实到
实际工作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舍生忘死、无私奉
献。

周贡植：临难不苟为大义
□古槐

70 年前的今天，重庆发生惨
绝人寰的“11·27大屠杀”事件。

当时，面对溃败形势，国民党
反动派疯狂屠杀革命志士。仅在
1949年11月27日这一天，就将囚
禁在渣滓洞、白公馆等监狱的200
多位革命志士残忍杀害。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
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纪念

“11·27大屠杀”，就是要传承红色
文化，用那些鼓舞人、激励人、感染
人的好故事，来坚定理想信念，提
升精神人格。

最有深度是故事。故事是文
化最为鲜活的载体，一个好故事往
往胜过一打大道理。当前，重庆正
在开展“讲红色故事、讲革命精神”
的“两讲”活动，讲好“11·27 大屠
杀”背后革命者的斗争故事，发挥
这些革命故事鼓舞人、激励人、感
染人的价值，能让红色文化鲜活起
来。

江竹筠烈士用竹筷子写下“托
孤信”，希望孩子“为共产主义革命
事业奋斗到底”；蓝蒂裕烈士临刑
前给孩子写下遗诗《示儿》，“愿你
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
荒沙耕种成美丽的园林”；黎又霖
烈士在狱中写下充满豪情的绝命

诗，慷慨表达“革命何须问死生，将
身许国倍光荣”……透过这些历史
文本，能够强烈感受到一种恒久力
量在支撑着先烈的理想信念，在催
发后人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而不懈奋斗。

历史必须记忆，而且要以最符
合时代价值的理性方式来记忆。
如何讲好红色故事，如何传递革命
精神，让红色故事更具生命力、影
响力，需要做深入的历史挖掘，需
要做严谨的学术研究，需要对红色
故事背后的情节进行调查，需要通
过不断创新表达方式，需要学会从
中提炼符合时代需要的价值元
素。当前正在开展的“让烈士回
家”系列主题活动，引领了无数年
轻人重回烈士曾经学习、生活、战
斗过的地方。将红色火种播进一
代代年轻人的心中，也成为对烈士
纪念的最好方式。

70 年后的今天，我们缅怀
“11·27 大屠杀”事件中遇难的烈
士，就是要把他们的故事当作红色
教育的“源头”和“活水”，用他们的
精神固化为时代使命不懈奋斗的力
量。这也充分表明，所有的历史，都
是当代史。所有的当代史，都是现
实中的人们写给未来的历史。

这就是深切缅怀“11·27大屠
杀”遇难烈士的理由！

缅怀烈士 坚定理想信念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员 吴长飞）“拿
到房产证，心里总算踏实了。”11月26日，綦江区横
山镇天山明珠小区居民王锦云告诉记者，镇里党代
表、人大代表进小区收集意见并多次协调解决，她奔
波多年未果的“拿证”之旅，终于结束了。

“人住房子里，心悬半空中”，曾是天山明珠小区
152户居民的口头禅。2009年，居民入住该小区
后，一直处于“有房无证”的状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横山镇积极开展党代表、人
大代表进小区活动收集群众意见，其中反映最迫切
最突出的便是这一问题。

早在2006年，天山明珠小区修建了152套小产
权房并进行销售。2010年，当地政府为规范旅游地
产的开发建设，要求此前购房的业主需按426元/平
方米补缴费用，用于房产证办理等。由于开发商尹
某资金链断裂，造成208万元费用尚待缴纳，导致小

区业主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获得房产证。
横山镇将这件事列入重点问题清单，多次召开

镇党委会专题研究。
“我们的解决方案广泛征求业主意见，反复修改

了不下5次。”副镇长潘克荣坦言，政府找到尹某后，
发现他已无缴纳费用的经济能力。镇上转换思路，
采取业主缴纳购房尾款、契税和大修基金的方式，共
筹得100余万元，但仍有近110万元的缺口。

在镇政府的协调下，按照“整合资源，依法筹资”
原则，通过尹某转让1.2亩土地开发权、小区业主自
筹等方式共筹资110万元，最终完成了费用补缴，
152户业主全部拿到了房产证。

记者了解到，这只是横山镇为民服务解难题的
一个缩影。

横山镇辖6村1居，户籍人口1.5万人，在家人
口仅6000余人。但该镇每年有5万多名游客前来

避暑，镇内先后形成了32个度假小区。
“为了更好服务外地游客，我们探索开展了‘两

代表’进小区工作机制。”镇长代鸿才介绍，具体做法
是：

一是代表进小区，即包括镇领导班子全体成
员、区镇两级党代表、人大代表、部分党员在内的
近50名人员和32个小区逐一结对，采用入户走
访、开座谈会、填调查问卷等方式，广泛收集居民
意见。

二是部门改问题，即镇党委认真梳理收集到的
问题，分成立行立改、限期整改、列入规划整改等类
型，明确任务、打表落实整改。

三是居民审效果，即由包点代表回小区，对问题
整改情况向居民汇报，听取居民意见。

截至目前，横山镇共收集群众反映突出问题96
件，已落实整改69件，正在跟进解决27件。

綦江区横山镇党代表、人大代表进小区为民服务解难题

152户业主拿到房产证心里踏实了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1月
26日晚，重庆大学师生精心复排的
原创话剧《重庆往事·红色恋人》，在
该校B区科学会堂上演，1000余名
师生观看了演出。

《重庆往事·红色恋人》讲述了重
庆解放前夕，为掩护党的地下斗争，
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与重庆
大学女学生曾紫霞假扮恋人、开展校
园学运工作的真实故事。曾紫霞与

刘国鋕并肩作战，因叛徒出卖被捕，
在渣滓洞监狱经受了敌人的百般摧
残；后曾紫霞被刘国鋕的家人救出，
刘国鋕却在重庆“11·27”大屠杀中
壮烈牺牲。

重庆大学党委副书记王旭表示，
学校重演《重庆往事·红色恋人》，以进
一步挖掘校史资源、发挥红岩精神在
理想信念、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等
方面的作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红岩英烈故事搬上舞台
《重庆往事·红色恋人》原创话剧在重庆大学上演

11 月 26 日 ，
“缅怀革命先烈，共
铸红岩精神”沙坪
坝区军民纪念重庆

“11·27”烈士殉难
70 周年活动在红
岩魂广场举行。

上午10点，雨
淅淅沥沥，红岩魂
广场哀乐低回。来
自驻沙部队、沙区
双拥办、区人武部
机关、树人沙磁小
学师生代表等近
200 人，伫立墓前，
神情严肃。在敬献
花篮后，所有人默
哀，深切缅怀革命
先烈。

记者 李珩 摄

沙区军民缅怀革命先烈

重报时论

周贡植（资料图片） 记者 熊明 翻拍

（上接1版）同一天，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陆海新通道”万州班列，载着重庆生产
的化工产品奔向广西北部湾，在那里通
过海运将货物发往东南亚国家。

乘着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重庆
这座内陆城市从开放末梢转变为开放
前沿——向东，通过长江黄金水道出
海；向西，中欧班列直达欧洲；向南，“陆
海新通道”通达东南亚国家；向北，“渝
满俄”班列直达俄罗斯。近3年来，重庆
对俄罗斯、捷克、沙特阿拉伯、波兰等国
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40%以上，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进出口
均保持1100亿元以上规模。

山城重庆，正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在
共建“一带一路”中加快开放步伐、协调
发展的缩影。

——依托新亚欧大陆桥的区位优
势，河南打通“陆上、海上、空中、网上”4
条丝路，同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了贸易联系。

——背靠中蒙俄经济走廊，内蒙古
18个口岸承担着中俄之间65%的陆路
过货量、中蒙之间95%的过货量。

——受益于向西开放，新疆当地机
械化工产品运往中亚各国，投身基础设
施建设；新疆特色番茄酱搭上中欧班
列，远销意大利那不勒斯。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粮食合作，甘肃兰州打造“西部
粮都”，建设区域性粮食储备中心、粮食
期货及贸易中心、主食转化加工配送中
心、进口粮食加工基地。

——中缅铁路、中越铁路建设加快
推进，让云南的陆、空立体交通网络进一
步完善。2018年，云南与大湄公河次区
域5国的贸易总额同比增长5.6%，双向
投资占云南对东盟10国投资额的95%。

蜀道不再难行，内陆不再闭塞，边疆
不再遥远。今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位于国家会议
中心的新闻发布厅，北京、内蒙古、云南、
甘肃、陕西、宁夏、福建、黑龙江、重庆、湖
南、四川、山东等省区市举行多场发布
会，介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情况。

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了贸易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中国开放
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
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
新格局。在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中，区域
协调发展动力更加充沛。

今年上半年，中国中部地区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快于东部
地区3.5个百分点；中部、西部地区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也快于东部地区。东西
南北纵横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一带一路，共同的机遇之路、
繁荣之路

7月4日上午，江苏连云港中哈物
流基地。一个装有家居日常生活用品
的集装箱吊装上中欧班列，9天后它将
抵达土耳其。接着，这批货物搭乘火车
至阿腾科里站，再坐汽车至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空港，最终由土耳其航空货运
公司将其“带回”伊斯坦布尔。无缝衔

接的操作，使全程运输时间缩短1周，效
率提高46%。这是“连云港—哈萨克斯
坦—土耳其”铁空联运模式正式试运行
的首单。

2014年，“一带一路”首个实体平
台项目——中哈物流合作基地落地连
云港，让哈萨克斯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内陆国从此拥有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
并成为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枢纽。

连云港自身也因“一带一路”建设
实现跨越式发展——港口航道由5万吨
级浚深至30万吨级；万吨级泊位从5个
增加到70个，最高为30万吨级；拥有集
装箱、铁矿石、粮食等各类专业化泊
位。今年前6个月，港口完成货物吞吐
量12221.6万吨，同比增长3.8%。

连云港市的工农业制品远销海外，
港城人民也有机会享受各种国外生产
的优质产品。去年连云港口岸平均每
周进口3至4个来自“一带一路”国家和
地区的海产品集装箱。2018年，来自

“一带一路”国家的海产品累计进口200
个集装箱，货值800万美元，同比增长
两倍以上。

“‘一带一路’建设，如同将一盏盏
明灯串联并联，从而点亮世界经济的星
空。”捷克总统泽曼这样比喻。

——“对老挝这样较为贫困的国家
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现代化和
赶上不断发展的全球变化的天赐良
机。”老挝《万象时报》如是评论。

——统计数字显示，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开展5年多来，巴基斯坦国内生产

总值平均增速达4.77%，外国对巴直接
投资增长了约240%。仅中巴经济走廊
中的17个项目就为巴政府贡献税收9.3
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是在为巴基
斯坦经济‘强筋健骨’。”巴基斯坦国立
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赛义德·贾
韦德这样评价。

——从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
港出发，一条条辐射开去的航线能抵达
地中海沿岸国家39个重要港口。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后，一度“连集装箱码
头桥吊都锈得无法正常工作”的比雷埃
夫斯港，集装箱吞吐量跃升至全球第三
十六位，令世界瞩目。

一个又一个合作项目落地生根，共
建“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让沿线国家
民众收获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将形成中国与世界之间新的
贸易和互联互通走廊

广西凭祥浦寨，许多年前还是一个
不通电、不通自来水、只有38口人的小
村子。如今，沿湘桂铁路北上，是中国
高度发达且仍在高速发展的交通体系；
顺越南河同铁路南下，是通达东南亚各
国的运输网络。得益于“一带一路”倡
议的实施，如今的浦寨，每天南来北往
的运输车辆络绎不绝。

大量东南亚热带水果从浦寨源源
不断地进入中国市场，一批批中国水果
也由此进入东盟市场，常住人口也增长
了100倍。“路通了，环境好了，生意好

做，大家就都来了。”在浦寨从事水果进
出口的苏德茂说。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日
前发布题为《为“一带一路”倡议导航》
的研究报告。报告撰写者美国前助理
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认为，基础设施
支持经济增长，并能增进社会福祉。亚
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澳大利亚前总
理陆克文在报告前言中写道：“‘一带一
路’将形成中国与世界之间新的贸易和
互联互通走廊。”

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报告认为，“一
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可使3200万人
摆脱日均生活费低于3.2美元的中度贫
困状态，使全球贸易增加6.2%，沿线经
济体贸易增加 9.7%，全球收入增加
2.9%。“‘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改革开
放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次‘华丽转
身’。”联合国商务理事会前副主席约
翰·艾伦认为。

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
平衡。世界银行指出，“一带一路”倡议
的新颖之处，正在于它可以深入到传统
经济全球化模式不愿为之或力所不及
的地方，使世界经济发展更平衡。

“有了中缅天然气管道提供的天然
气，皎漂成为若开邦第一个使用天然气
发电机发电并实现24小时通电的城
镇。”对比曾经每天只有3小时的供电时
间，缅甸皎漂县县长吴登梭脸上洋溢着
笑容。

陕西韩城果农王胜利家的苹果通
过中欧班列出口，14天后就能在俄罗斯

圣彼得堡的零售超市上架。王胜利感
慨地说：“我的苹果‘走出去’，不仅让我
赚到了钱，还让我交到了外国朋友。”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
成。人类的命运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
密相联，各国的利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
深度融合。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
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
好日子的强烈愿望。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非欧互联互
通，为沿线经济增长和中国自身发展铺平
道路。”德国《青年世界报》网站认为。

在今年4月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
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原则、理
念和目标，宣布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
措。283项务实成果、640多亿美元的
项目合作协议，无不说明共建“一带一
路”应潮流、得民心、惠民生、利天下。

高峰论坛地方合作分论坛上，现场
签署了14项中外地方合作协议，传递
出各方合力加强“一带一路”地方合作
的积极信号。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在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中国以更大
开放拥抱发展机遇，以更好合作谋求互
利共赢，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一个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渐行渐近，令人期待。

（人民日报记者王新萍、白阳、张朋
辉，原载于《人民日报》11月26日1版，
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