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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琪奥 通讯员 谭峥

“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的妈妈，因
为妈妈离开我时我还不到两个月，妈妈牺牲时，我还
不到1岁半。而今我要见到她了，却只是她的遗骨
了……”一篇名为《我的妈妈杨汉秀烈士》的文章一
经发表，就引发了轰动。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烈士杨汉秀的女儿李继业。”
1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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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杨
汉秀还有一个身份更加广为人知——杨大小姐。

那么，被称为“杨大小姐”的杨汉秀是如何走上
革命道路的？在红岩魂陈列馆内，王浩给记者讲起
了她的故事。

因势利导
朱德帮她走上革命道路

杨汉秀1912年8月15日出生于四川广安县。
其父亲杨懋修是四川军阀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的胞
弟，曾任杨森部师长。因杨汉秀在杨家几房儿女辈
中居长，又被人称为“杨大小姐”。

1924年，杨懋修在宜昌大战中身受重伤，弥留
之际将女儿托付给哥哥杨森，从此杨汉秀就生活在
伯父杨森的身边。“但杨森的庄园如同一座禁锢的城
堡，杨汉秀在伯父家目睹了军阀地主对劳苦大众的
盘剥蹂躏、压榨欺侮，令她十分反感。”王浩说。

1926年7月，从苏联归来的朱德受中共中央派
遣，来到万县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代政
治部主任，在杨森的总部做统战工作。杨汉秀得以
有机会接近朱德，听他讲述人生志向和革命真理。
特别是在“九五”惨案爆发后，杨汉秀更是在聆听了
朱德的反帝演讲后，毅然参加了反帝游行，从此走上
革命道路。

“朱德离开万县后，杨汉秀依然坚持追寻革命理
想，她先是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和家境贫寒的
渠县小学教员赵致和结婚，阅读了大量左翼文学作
品。”王浩说，后来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杨汉秀又在家
庭教师朱挹清（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在成都星芒报
社做校对工作。“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她从报纸上
得知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正率领部队在敌后作战，
这使得她产生了北上延安的想法。”王浩说。

改名换姓
积极为革命作贡献

1940年春，杨汉秀带着朱挹清的推荐信，开始
了北上征程。在冲破重重阻挠后，杨汉秀于1940年
冬抵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七贤庄，见到了阔别14
年的朱德。

据史料记载，杨汉秀向朱德表示：“我决心要做

军阀地主家庭的叛逆者，要坚决彻底改造，连名带姓
都改，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就是无名无姓也决不姓
杨。”朱德说：“照你自己说的无名无姓，就叫‘吴铭’
吧，不过是口天‘吴’，金字旁的‘铭’。”从此，杨汉秀
改名为吴铭，表明了她与杨氏家族彻底决裂、为革命
事业默默奉献的决心。

不久，杨汉秀由八路军办事处护送到延安，进入
延安女子大学第七班学习，后转入鲁迅艺术学院、抗
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年3月，在朱德和王维舟的
关怀下，杨汉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3月22日，杨汉秀收到一个特殊的任
务：若和平协定得以维持，就做上层统战工作；若形
势逆转，就策动反蒋武装斗争。”王浩说，当年3月
25日，杨汉秀随周恩来同机飞抵重庆。国民党军统
西安站早就将她奉调四川情况电告重庆，她一下飞
机，便被特务监视。为摆脱特务的严密跟踪，杨汉秀
回到渠县，以“杨大小姐”身份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开
展统战工作。

“在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杨汉秀还对川东
北的武装起义给予了很大支持。”王浩说，例如，杨汉
秀就把经商筹集的款项用来购置枪支、粮食、棉絮和
衣物，通过地下党的联络点转运至地下武装集结
点。同时还将家中的135石黄谷、6床被盖及2支手
枪交给党组织，为龙潭起义（华蓥山大起义的重要组
成部分）的发动提供了很大支持。

三次被捕
杨汉秀英勇就义

由于频繁的从事革命活动，杨汉秀自然成为国
民党特务的眼中钉，故在1947年到1949年期间，杨
汉秀曾三次被捕，但她每次都大义凛然，让特务们无
可奈何。

1947年7月，因中统特务漆旭告密，杨汉秀被
逮捕。“在关押期间，杨汉秀不仅没有吐露任何情报，

还教育前来探望的儿子‘妈妈不怕死，你也不要怕！
即使我被害了，也会有人照顾你们兄妹，你要坚强
些，以后成为一个勇敢、进步的青年，长大了好为妈
妈报仇！’”

1948年9月，因军统特务柳自修告密，杨汉秀
第二次被捕,转押至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她沉
着冷静，严守党的机密，组织难友学唱延安歌曲，为
患病难友端茶送水、照料生活。她凭借自己的特殊
身份与难友一道开展斗争。”王浩说。

1949年4月，杨森的姨太出面活动，把杨汉秀
保释出狱。之后不久，杨森以“疗养”名义，将她安置
在医院“监护”。

一天，杨汉秀见到了前去“探病”的伯父杨森，她
随即转达朱德对他的口信说：“大伯，朱总司令是你
老友，他托我向你问候。他说，你们一道反袁护法，
又在万县一同打过英舰。凡做好事，人民记得。他
盼你切不可像二七年去打武汉政府那样，部队打垮
了，最终还落骂名。他还是希望像在万县那样和你
相见，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朋友间就不要对着
打了，把枪口掉个头，共同去打欺侮中国的帝国主
义！”杨森大怒：“人都老了，还去改姓？”

1949年9月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给山城
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激起了强烈的
民愤。火灾发生后，杨汉秀奔走于街巷，揭露国民党
蓄意制造纵火事端嫁祸于共产党的阴谋，并严词表
明，这是国民党有意纵火，是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在
山城的重演，是杨森军阀成性、在溃退前对重庆市的
大破坏、大暴行！

杨森恼羞成怒，遂于9月17日深夜下令将杨汉
秀秘密逮捕，并连夜突击审讯，企图将纵火的罪名栽
赃于她。杨汉秀自知必遭杀身之祸，却无所惧怕，对
所加罪名据理驳斥。

次日上午，时任重庆市刑警处长的张明选见毫
无收获，遂派人将杨汉秀拖进一辆小轿车里，后排的
两个男人拿出一根绳子套在她的脖子上，将其勒死，
并将其遗体抬到重庆西郊的歌乐山金刚坡的破碉堡
中掩埋。杨汉秀就这样被反动派秘密杀害，时年37
岁。

“直到1975年夏，杨汉秀的遗体被发现和挖掘
出来。”王浩说，她的女儿李继业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几十年来任凭山水冲刷，妈妈的遗骨已经剩下不多
了。我们只有按照当地老农的指点，用手在泥土里
小心地扒着、找着，经过仔细辨认，才找到一些碎骨
头。我轻轻地拿着妈妈的每一块骨头，小心地放在
我手里拿着的纸口袋里。我把口袋放在胸前，感到妈
妈和我贴得是那样的近，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

1980年11月25日，重庆市民政局和重庆“美蒋
罪行展览馆（现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隆重举
行了“杨汉秀烈士遗骨安葬仪式”，并将烈士遗骨迁
葬于重庆“一一·二七”死难烈士之墓。

“杨汉秀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舍弃了安逸的生
活，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
事迹可歌可泣。”王浩说，我们每个共产党员要学习
杨汉秀同志无私奉献的精神，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
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贡献全部力量。

杨汉秀：从“杨大小姐”到革命烈士

□本报记者 陈波

从农家子弟到铁道兵，再到国营厂厂长、集团老
总，在薛方全的人生中，虽然身份不断变化，但唯一
没变的是他内心深处那份军人情结。

退役不褪色，薛方全不仅自己带头创业造福一
方，他还为众多退役军人创造条件融入社会。

“当过兵的人，就不怕从头再来！”

“从部队走出来那么多年，我觉得我骨子里还是一
个兵！”12月2日，民生能源集团负责人薛方全在被评
为2019年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后，仍怀揣当年的豪情。

“作为一名农村子弟，当初参军入伍很大一个原
因是为了有更好的出路。”64岁的薛方全回忆入伍
时的初衷，极为坦率。

1975年，时年20岁的薛方全如愿以偿地穿上
军装，成为了一名铁道兵。挖山洞、修铁路，薛方全
回忆当年和战友一道奋战的时光，脸上挂着骄傲的
笑容。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尽管薛方全对军营无比
热爱，但5年后他还是光荣退伍。

“从军营到地方，刚开始我很不适应，但军人骨
子里的那股子劲却还在。”事业初创期的艰辛，薛方
全从不多说，只是一言带过。

事实上，回到老家璧山后，薛方全从零干起，在
一家国营陶瓷厂从普通职工干到了厂长。

从农家子弟到铁道兵，再从普通职工到国营厂
厂长，薛方全的人生开局就拉出一道惹人羡慕的上
升曲线。

然而，当这道亮丽的上升曲线看似到达顶峰时，
薛方全却让它戛然而止。

“8年后，我决定辞去厂长职务，下海。”一如既
往地干净利落，薛方全顶住各方压力辞职。究其原
因，只因他希望引进国外先进流水线改变传统陶瓷
烧制工艺，而客观条件不允许。

“当过兵的人，就不怕从头再来！”薛方全当年撂
下的话，令很多人印象深刻。

“现役军人为社会奉献，我们就该为
退役军人奉献。”

国营厂厂长变失业，薛方全甚至都没有一般人
所谓的迷茫期，转身就开始创业。

得益于多年烧制陶瓷的从业经验，薛方全对燃
料市场异常敏感。恰逢当年的重庆燃料市场正从煤
炭向液化气转变，抓住契机的薛方全筹集2.5万元，

干起了液化气销售。
说是销售，实际上当时的液化气还处于推广使

用阶段，个中甘苦只有作为当事人的他清楚。最窘
迫时，资金链断裂，薛方全发动全家人和亲朋好友才
算渡过难关。

1996年，薛方全成立重庆民生燃气有限公司，将
业务链条延伸至液化石油气的运输、储存、分装等领域。

“当过铁道兵的人，就不喜欢修半截路，要修就
修一条完整的路。”薛方全不断延伸着能源核心产业
链的同时，也开始不断修建一条他心中的拥军路。

“我们集团里，用人有一个不成文的‘三优先原
则’，即同等条件下，退役军人、军人家属、军人子女
优先聘用。”薛方全说。

更有甚者，民生能源还拿出真金白银鼓励员工
子女服兵役，凡员工子女参军者，送2000元慰问金，
并承诺退役后可进企业工作。

即便是退役军人员工的子女，一旦考上大学就
给予2000元至2万元的奖学金，并承诺大学毕业后
可择优录取进企业工作。

就连退役军人员工及直系亲属患重病住院，除
医保报销外，个人承担费用超过10万元以上的，企
业还会给予超出部分20%的补助。

“现役军人为社会奉献，我们就该为退役军人奉
献。”薛方全毫不讳言对军人的偏爱。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生能源员工中，退役军
人超过200人，占全部员工数10%以上。

“‘退役军人之家’也是我的家。”

在民生能源集团的办公地，有一处占了整整半
层楼的特殊场地，那里是重庆市少有的建在企业的

“退役军人之家”。
这个“退役军人之家”设有老兵书屋、棋牌室、咖

啡茶座等。闲暇之余，退役老兵们可以在这里学习
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也可以阅读经典书籍、开展文
体活动，还可以坐下来喝喝茶、下下棋，交流思想。

薛方全接待参观者时，最喜欢亲自带领并亲自
解说的地方，就是这个“退役军人之家”。

“‘退役军人之家’嘛，也就是我的家。”在“退役
军人之家”一角，身怀军人情结的薛方全，与企业里
的退役军人员工一道，将自己鲜红的手掌印做成了
一面景观墙，成为了这家企业一道独特的风景。

多年来对退役军人的关心和关注，让他收获了
众多令人肃然起敬的荣誉。

薛方全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光彩事
业奖章”、第四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首届重庆慈善奖“十大慈
善人物”等等一系列荣誉。

2019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共中
央组织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
合表彰薛方全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我的骨子里，就是一个兵！”面对众多荣誉，薛
方全如是说。

“我的骨子里，就是一个兵！”
——记“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薛方全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田孃
孃，小杰很喜欢现在的手编课，他每
周都来，性格开朗多了。”12月2日，
在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一堂针对辖
区精神残疾人开展的手编课堂正在
进行。

残疾人小杰学会了简单的手编
串珠，让陪他上课的妈妈倍感欣慰。

借助每周一次的手编课堂，沪汉
社区旨在帮助辖区精神残疾人融入
社会。可活动搞了几次，大家的积极
性却不高。今年9月，大渡口区启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他
们将辖区划分为五个网格，通过将支
部建在网格上，让党员更加深入群
众，听取民意。

小杰妈妈口中的田孃孃名叫田桂
兰，是沪汉社区网格党支部书记。在
多次入户走访、面对面与学员及家长
沟通交流后，她终于找到“社区手编课
堂效果不佳”的原因：原来，课堂里，老
师传授的都是些较为复杂的编织技

艺，并不适合患有精神残疾的特殊人
群，学员们学不会，自然提不起兴趣。

田桂兰将收集的民意及时反馈
给社区党委，社区党员干部重新制定
了教学计划、降低了课程难度。这
下，不仅前来参加活动的残疾人越来
越多，课堂气氛也活跃起来。与此同
时，社区党委还联系到区级部门，牵
头举办义卖活动，展销学员们手编的
工艺品。“通过义卖展销，让这群特殊
的学员更有参与感、成就感，大家的
积极性也就更高。”沪汉社区党委书
记王迪告诉记者。

事实上，手编课堂只是沪汉社区
把主题教育开到群众“家门口”的一
个缩影。“我们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
支部、居民党小组三级联动，将社区
党员全部下沉到网格中，共了解掌握
群众反映的问题42件，已落实解决
40件，针对正在解决的问题也已建
立起反馈机制，方便群众跟进监督。”
王迪告诉记者。

大渡口沪汉社区

社区党员下沉到网格
着实解决群众的难题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 通
讯员 李进发）“太惊喜了，我只是抱
着试一试的想法，在社区微信群里说
了我的困难，没想到志愿者这么快就
来了，这服务真是太贴心了。”61岁的
陈家坝街道沱口社区居民向女士开心
地说。这是万州建立党员志愿服务体
系，为民排忧解难的一个缩影。

向女士和丈夫腿脚都不是很方
便，最近他们想把洗晒好的被褥放进
衣柜最高处的空格，可这对他们来讲
难如登天。于是向女士就向社区微
信群进行服务登记，社区工作人员收
到后马上把她的需求发到了社区党
员微信群内，招募有意向的党员志愿
者。很快，几名机关党组织的党员志
愿者踊跃报名，利用午休时间上门帮
向女士解决了烦恼。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万州区各机
关党组织坚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
坚持为民服务、排忧解难，坚持真抓
实干、提升效能，激发党建活力。机
关党员干部积极投身急难险重岗位，
在三大攻坚战尤其是脱贫攻坚中切
实发挥作用。抽调96名机关干部担
任贫困村“第一书记”，330名机关干
部担任贫困村驻村工作队员；深化

“三师入户”“国企进村”，选派6383

名教师、2493名医生、383名技师入
户，15家区属国有重点企业与贫困
村定向结对，帮助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等突出问题3066个。各部门党
组织立足自身职能职责，带头践行

“一心六型”两化路径，全力服务城乡
“双亮”。有序推进百万亩经果林、百
万头生猪“双百亿工程”，农村产业特
色更加凸显。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实
施“三清一改”，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
理率、农村院落环境整治率分别达到
95%、80%。改造交通节点，丰富道
路景观，整治环境秩序，城市品质不
断提升，滨江环湖美景成为靓丽名
片。

据介绍，万州区机关各级党组织
还结合主题教育实际，进一步“简政
放权”，推行“一网一门一次”高效服
务模式，群众办事更加便捷。开展

“楼栋工作日”，深化党建引领城市社
区“三治”，收集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
卫生、公共设施、物业管理等问题
450余件，办结360余件，有力促进
了社会和谐。落实机关党员到社区
报到，建立“居民点单、支部下单、党
员接单”党员志愿服务体系，机关党
员“两个一”活动扎实开展，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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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建立党员志愿服务体系
为民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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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

“关于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的整改进度……”近日，在重庆市
巴南区召开的主题教育“解题会”
上，103个为民服务突出问题的整
改进度正由该区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逐项“会审”，这让在座的130多
名部门和镇街负责人如坐针毡。
干部着急了，问题解决了，群众满
意了，整改落实才算真正走到了百
姓家门口。

日前，重庆市委常委会召开会
议，再次强调要增强“整改落实永
远在路上”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把整改落实不断引向深入。整
改落实作为主题教育的“最后一公
里”，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
系”的关键一步。不带着感情去做
接地气的动作，往往会造成“门好
进了”“脸好看了”，但“事情依然难
办”。第二批主题教育启动以来，
重庆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整改落
实，下大气力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
盼的问题，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
为衡量标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把问题整改落实在百姓家门
口，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即“为了谁
解决、解决什么难题、如何解决难
题”。现在，有的干部对群众的感
情淡了，只有考核提拔时，才丢掉
往日的官腔，到群众中走走问问；
有的把自己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
东西视为群众需要，遇到真正的问
题就推、遇到真正的困难就躲、遇
到真正的矛盾就绕；有的为群众办
事，全凭嘴上功夫，开“空头支
票”，解决问题不实、不深、不细、不

透。这些说到底，都是党性出了问
题，初心有了偏差。作为党员干
部，在整改落实过程中，只有真情
实意倾听民众呼声，设身处地了解
民间疾苦，才能以为民谋利、为民
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把问题整改落实在百姓家门
口，要坚持对症下药。方法对了，
事半功倍。和群众走得近、有联
系、谈得来、互了解，与群众在心灵
上相通、在实际工作中并肩奋斗，
是消除与群众隔阂，主动回应群众
诉求的最佳路径。“入得寻常百姓
家”，就要从群众的批评中查找整
改问题，从群众意见中探寻整改思
路，从群众诉求中发现整改方向，
从群众态度中验收整改成果。这
是因为，在查找问题时，只依靠内
部查摆，难免会有漏网之鱼，从群
众的批评中得到启发，方能做到有
的放矢、精准施策，持续通堵点、疏
痛点、消盲点，让群众意见“见响回
声”，让整改思路和方向更有针对
性、更具科学性。

开展主题教育，要把“改”字贯
穿始终。“改”得如何，最终是群众
说了算。当前重庆在教育、就业、
医疗、卫生、社保、环保、社会治安、
食品安全、交通出行等民生工作
中，都还存在一些突出短板。问题
出现了，不仅要改，还要集中火力、
立行立改，确保整改成果群众看得
见、摸得着、感受得到。对于那些
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明确阶
段目标、时限要求、盯住不放、持续
整改，防止向群众交假账、交空账，
尤其要警惕搞虎头蛇尾、久拖不
决，纸上整改、虚假整改。只有“真
刀真枪”抓整改，把问题整改落实
在百姓家门口，群众才能切实感
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
成效。

整改落实要走到百姓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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