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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李宁

“五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国鋕，为你的事，全家人急得团团转！我与徐

处长（徐远举）已经谈好，只要你在退党声明书上签
个字，公布在报纸上，徐处长就不追究你以前的事
了。”

“面对五哥刘国錤的营救，刘国鋕选择了拒绝。
1949年11月27日，刘国鋕在‘11·27’大屠杀中牺
牲，年仅28岁。”12月10日，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
管理中心原主任厉华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

出身豪门的刘国鋕，为何要在生与死的选择面
前舍生取义呢？

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国鋕是四川泸州人，1921年出生于当地名门
望族，排行第七，是家中倍受宠爱的幺儿。1939年他
高中毕业后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

厉华介绍，刘国鋕的进步思想，在 1939 年 10
月 19日写给五姐的信中就已显现：“要变成抗毒
体，先得把自身遗传得来的和传染来的毒质除去，
把自私虚荣、狭隘、胆小、无恒心、无毅力……等短
处除去。”

他关注时局，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
民族的救星，1940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他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1944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刘国鋕受南方局的
派遣到云南陆良县中学担任教务主任兼代校长职
务。1945年11月，他又被派遣至重庆工作。

1946年7月，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遇害，
刘国鋕悲愤不已。他随即组织了西南联大留渝校友
会，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他还在1946年8月
20日的《新华日报》上撰文呼吁：“联合起来，沿着闻

先生的道路前进。”

两次拒绝家人营救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刘国鋕被捕。
刘国鋕被捕后，刘家积极营救，特地从香港请回

刘国鋕的五哥刘国錤。刘国錤是国民党四川省建设
厅厅长何北衡的女婿，在香港做生意。

刘国錤第一次从香港回来，专门给国民党重庆
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送了一个纯金香烟盒、一只劳
力士名贵女用金手表和其他礼物。徐远举收到贿赂
后同意放人，但提出：刘国鋕必须在报上发表声明退
出中共组织。刘家同意后，徐远举安排两兄弟先见
个面。

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刘国鋕与刘国錤的对
话。面对五哥营救，刘国鋕说：“不行。我死了，有共

产党，我等于没有死；如果出卖组织，我活着也没有
什么意义。”

第一次营救就这样失败了。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越过长江向华南、西南

进军，重庆也面临解放。刘国鋕的家人再一次为刘
国鋕的安危而奔走。这一次，刘国錤给徐远举送去
的礼物是一张空白支票。他提出：“你们要多少钱，
自己填。”

面对巨大诱惑，徐远举同意刘国鋕可以不声明
退党，但要在刘国錤替他写的悔过书上签字，才能将
其释放。然而，刘国鋕仍十分坚定地表示：“释放必
须是无条件的。”这样，第二次营救也以失败告终。

临刑前高呼“我们死而无愧”

1949年10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开始对关押在白
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实施大屠杀。

11月27日，白公馆大屠杀开始。当刽子手提押
刘国鋕的时候，他正在牢房写《就义诗》。

在赴刑场的路上，刘国鋕口头吟诵了他在牢房
里没有写完的诗。重庆解放后，根据脱险志士的回
忆和特务的交代，工作人员将这首诗记录在案：“同
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绝
不仅仅是我们在党旗下的誓言，更需要每一位党员
用自己的一生去实践和捍卫。”红岩联线党性教育基
地教员苏予曾无数次向观众朗诵《就义诗》，在重庆
日报记者面前，她动情地说。

刘国鋕等红岩英烈的精神还让青年学子感到振
奋。10月9日，“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暨红岩
精神走进重庆大学，红岩联线讲解员讲述了刘国鋕
等红岩英烈的事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的发
展令世人瞩目，这是无数仁人志士的牺牲才换来的
今日中国，这盛世让我们为之振奋。”重庆大学电气
工程学院学生袁丹夫在聆听了英烈故事后说。

厉华表示，刘国鋕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党的荣誉，
体现的是对党的赤胆忠心。他说，今天，我们学习刘
国鋕烈士，就要学习他的忠诚，对党和人民事业矢志
不渝、百折不挠的理想信念，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而努力谱写新
时代的华章。

刘国鋕：党的荣誉不容丝毫玷污
□本报记者 周松

“没想到居然是假的！”前不久，当民警找上门
时，市民张先生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日前在自家楼
下小超市购买的某品牌茶饮，喝了痛风得以缓解,以
为是保健用的好东西，没想到该产品添加了镇痛剂
等非法添加剂，是假冒伪劣产品。而这一在保健茶
中添加违禁药品，将其伪装成对痛风病有“特殊疗
效”保健品的犯罪团伙，最终被我市公安机关一举摧
毁。

这仅仅是重庆公安开展“昆仑”行动以来，破获
的数百件制假、售假案中的一起。

据了解，自今年公安部部署开展集中打击食药
环犯罪“昆仑”行动和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以
来，重庆各级公安机关联动多部门通力合作，着力解
决人民群众最担心、最痛恨的食品、药品、生态环境
等领域突出犯罪问题，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共破获
案件5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00多人，捣毁窝点
近300个，涉案金额近7亿元。

科学部署
不留死角 严打食药环犯罪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最基本的
民生,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最基本需要，是全社会的
共同期盼。

今年7月，公安部在全国开展打击食药环犯罪
“昆仑”行动和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市公安
局科学部署，立即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措施、组
建工作专班。为增强打击针对性，根据公安部要求，
市公安局将食药环犯罪分为4类。

“昆仑1号”行动，重点打击涉及食品安全的肉
制品、乳制品犯罪，假冒名烟名酒犯罪，农村、校园周
边“三无”食品、假冒食品、劣质食品犯罪。

“昆仑2号”行动，重点打击制售假劣降压、降
糖、降脂、抗癌药品犯罪，制售假劣用于美容的药品
和医疗器械犯罪，医药购销领域非法经营药品、骗取
医保犯罪等。

“昆仑3号”行动把打击矛头对准了直接坑害群
众利益、危害生产生活安全、妨碍企业创新发展的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

“昆仑4号”行动则以长江等江河湖泊为重点区
域，以医药、化工、电镀、喷漆、采矿、再生资源利用行
业为重点领域，深化打击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废
等污染环境犯罪，以及非法捕捞、非法采砂犯罪等。

细分的4大类行动，为各级公安机关有序推进，
精确打击、重点打击提供了指导。

全面深入排查
紧盯重点领域 坚决一查到底

要想打击违法犯罪，先得发现违法犯罪线索，
一场斗智斗勇的战斗，在民警与犯罪分子间悄悄展
开。

在保障食品安全上，全市公安机关紧盯商场超
市、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展销促销会等重点区域，生
产经营大宗节日食品的重点企业，肉类、冻品、农资
等大型专业市场，以及保健品加工的化工和生物企业，深挖任何可疑线索，
并对每一起案件坚持上游下游一起打、源头末端一起查，一查到底。

在保障环境安全上，公安机关同样坚持对每一起线索深挖详查，绝不放
过蛛丝马迹。

今年8月初，市公安局环保总队接到线索举报称，长江江津段发现有人
偷排污水，可是谁在排？在哪里排？不得而知。

根据这一线索，民警立即沿江展开搜索，最终发现了排污暗管，并顺藤
摸瓜找出幕后黑手。原来，江津区一污水处理厂在扩建工程时，负责扩建工
程现场监督的张某和负责现场施工的谢某，为节约成本，在进厂污水主干管
检查井违法设置暗管，将污水直接排入了长江。最终2名犯罪嫌疑人被抓
获并受到法律制裁，群众拍手称快。

多部门协作
最大限度挤压违法犯罪空间

食药环犯罪，涉及面广、部门多，群众感受强烈。为此，市公安局在市纪
检监察部门指导下，开展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

为增强打击力度，市公安局会同市市场监管局、市教委、市农业农村委
等相关部门，就我市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开展专题研究，联合制定方
案，明确职责任务。在环保领域，市公安局会同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
委、规划和自然资源等职能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污水偷排直排乱排、打击破
坏野生动物资源等专项工作。

通过聚焦食品生产经营环节、保健食品行业、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形成强大合力，从源头上挤压犯罪分子违法犯罪的空
间，让犯罪分子难逃法网。

今年9月初，市公安局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和市教委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2019年秋季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特别是食堂从业人员身
体是否健康、食品加工区域是否符合餐饮规范、小卖部是否有销售过
期变质等食品，都是检查的重点。专项检查中，检查食品经营单位
23000多家，取缔违法经营单位60余家，有力保障了全市中小学生的食品
安全。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全市公安机关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通过全面排查、集中整治、巩固提高和建章立制，持续
对食品、药品与环境领域违法犯罪保持严打态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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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吴志杰

12月10日，大足区棠香街道双丰村老党员唐超
文的小楼院坝里，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意见征集会。几名党员干部绘声
绘色地描述了双丰村产业振兴的蓝图后，又邀请村
民代表为柑橘等产业发展献计献策，巧妙采用激将
法唤起了大家投身产业发展的斗志。

“大家知道吗，像我们村这些荒弃的田地、山坡，
外面村却开发成了花果山、旅游地！”第一个发言的
老党员唐超文开门见山，讲述了外出“取经”看到的
产业美景，“我们村是全街道发展最落后的村，看着
其他村的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还能坐得住吗？”

这激将法马上产生了效果，村民们纷纷扭头议
论起来，人群中有位老人轻声说道：“土地是我们农
民的命根子，要不是在家种地不赚钱，谁也不愿放弃
土地出门打工呀。要是我们有好的产业、好的项目，
我们一定不会让土地闲置的！”

村干部张奎立马接过老人的话：“如今国家实施
的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鼓励农民发展致富产业，帮
助大家依靠智慧和勤劳过上好日子！今年，街道为我
们争取了土地整理等项目，计划种植1200亩柑橘、
1000亩花椒，目前有几个组已经开始平整土地了。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产业振兴的机会！”

“发展优质柑橘是个好事情。我在璧山看到一
个村发展了血橙，亩纯收入就有几千元！”唐超文见
大家露出期待的神情，立马指着他家门前不远处那
片坡地说道：“我今年把这几亩荒山开垦出来种上优
质柑橘，三年后就可进入产果期，到时我再利用自家
的房子开个农家乐，估计收入可观啊！”

村民余有贤提出疑问：“我们祖祖辈辈种粮食，
也不懂种柑橘的技术？要是家家户户种柑橘，卖得

出去吗？我们这里地处偏僻，有人来农家乐耍不？”
一旁静静观察的棠香街道党工委书记汤伟微笑

着起身，不紧不慢地给大家详细介绍起街道为双丰村
谋划的前景：“乡亲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
现在倡导的是产业转型发展，种上特色经济作物，走
出小而精的适度规模发展道路，并采用合作社加农户
经营的方法，让产业成为新农村的旅游资源。”

“老乡们，如果我们像平日带孙子那样，去精心培
育柑橘产业，一定能把产业搞起来的！”见村民们若有
所思，频频点头，汤伟反问大家：“政府会想尽一切办
法帮村里争取各项资源，力争早日把大家的产业发展
起来。那么，你们打算为产业振兴做些什么呢？”

“我绝对支持村里发展产业，如果需要占我家的田
地，我一定全力配合工作！”79岁的村民李薛珍带头作

出承诺，“我还要发动亲友、邻居回乡发展柑橘产业。”
村民刘盛琼举手发言：“我家因病致贫，没有劳

动力，因此，我想把土地转给能人来种。另外，我还
要支持村里发展乡村旅游，把屋里屋外的环境卫生
打整好。”

“虽然我们二社暂时不在项目范围内，但我想把
周边的100亩闲置地承包下来，发展花椒产业。”村
民周永生也有想法。

院坝会接近尾声，汤伟感慨地对记者说：“这样
的意见征集会只是我们在开展主题教育中，主动服
务农村产业发展，努力凝聚群众共识的一个缩影。
下一步，我们还将根据各村实际情况开展各类服务
活动，把初心践行在为社区居民解困，为农村产业谋
发展的行动上。”

大足区棠香街道主题教育院坝会为民解困

畅谈未来激起村民发展产业的斗志

刘国鋕。 （红岩联线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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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围绕‘区域城市化快速推进优质

学校的配套问题、城郊地区相对薄弱
学校的发展困境问题、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优质化和多样化教育需求问
题’，我们积极探索多元的集团化办学
体制机制、科学的集团化发展路径。”
南岸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的就是让
优质教育资源流动起来。”

12月6日，珊瑚浦辉实验小学四
年级三班学生夏瑜到珊瑚实验小学本
部参加科普活动，学到不少新知识，如

“鸡蛋上有斑点是因为放的时间太长
了，放的时间越长斑点会越多”。

“开展教育集团化办学，学生是最
大的受益者。”南坪实验外国语小学老
师孙中权说，学生能享受到其他学校
优质的师资、课程、活动等，使孩子都
能享有“家门口的好学校”。

通过多年的努力，南岸目前已形
成以南坪实验幼儿园、珊瑚实验小学、
天台岗小学等为主体的9个中小学

（幼儿园）教育集团，有效推进了区域
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和而不同”的多元发展格局

集团化办学并非简单地贴牌、冠
名，最重要的是理念和管理方式的输
出。

在集团化办学的探索中，南岸区
逐渐形成了“建、创、放、服”的改革经
验。“建”即建立管理制度，该区制定了
《南岸区中小学（幼儿园）集团化办学
暂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确立了
集团办学的准入机制和价值取向、实
践路径；“创”即创造多元模式，形成
了以珊瑚实验小学、重庆市第十一中
学等为代表的“名校+”紧密型教育集
团，留守儿童五校联盟和以怡丰实验
学校对口帮扶城南家园小学为代表的
松散型教育集团；“放”即管理自主，各
个教育集团都依据共同的办学愿景，
建立自己的“章程”，促进集团主动、持
续、高品质发展；“服”即品质提升，在

集团内部，教师以跟岗、支教、挂职、走
教、督导、督学等方式灵活流动，并每
年提供专项工作经费支持集团化办
学，对改革发展成效突出的集团给予
表彰激励。

以珊瑚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为例，
通过管理联动、教学联通、教师联袂促
进文化落地，通过资源共享、活动共
建、质量共评助推文化渗透。

在这个集团大家庭里，总校科技
馆、创客中心的所有资源向集团内
部各分校全线开放；珊瑚鲁能小学
以青少年足球运动为特色，不定期
派出专业足球教练，为总校及其他
分校的足球兴趣社团“传经送宝”；
集团教师发展中心和课程建设中心
还定期围绕“亲亲教育”确立研究主
题，开展线上线下的同课异构、主题

沙龙、案例分析、经验交流、专题研
讨等活动……集团各校共享优质教
育资源，互相交流学习，切实做到共
生共荣。

另一方面，集团化办学也不是几
所学校的简单捆绑，而是办学眼界的
开放。“我们借用‘二八定律’的思维模
式来诠释学校‘共性+个性’的办学模
式：即20%是共性，是共同文化基因，
是教育集团发展的灵魂；80%是个性，
是学校自主办学，打造一校一品的关
键。”南岸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说。

龙门浩隆平小学教育集团在向
各校点输出发展理念、管理流程的同
时，充分赋予各校点多元化发展空
间：除了以科技创新教育、足球运动
见长的涂山校区，还有以参与教育和
文学艺术教育引领内涵发展的一天

门校区，以家校共育、优质学科建设
凸显高品质的御峰小学。三个校点，
一校一品，共同实现了特色品牌的共
生发展。

南岸经验将向全市推广

12月6日，全市集团化办学推进
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改革经验总结
复制推广现场会在南岸区召开。参会
的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认为，集团化办
学，已经成为我市增加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面、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
要抓手。

首先，资源流动成本更小。尤其
是独立法人的教育集团，从办学理念、
管理模式、教师招聘、教师流动、资源
配置、环境建设等，实现了“组织的内
部化”。

其次，拥有特殊品牌优势。集团
学校特别重视品牌建设，一般采取统
一校名、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等方式，
形成统一规范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学校管理标准体系、教育绩效激励体
系和教育后勤保障体系等自我管理
机制。

再次，拥有多种办学模式。集团
化办学多以公办名校为龙头，因其所
带动的学校类型不同，形成了紧密型、
松散型等多种集团化办学形态。

“南岸的集团化教学实践经验，为
全市实施集团化办学、学区制管理改
革提供了可以参考借鉴的样本。”该负
责人表示，通过实地观摩发现，南岸区
一方面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进一步
优化，教育资源分布更均衡、更优质、
更合理；另一方面加入教育集团学校
的教育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家长
的满意度也越来越高。

“下一步全市将复制推广探索这
些成果，构建多元共治的学区发展
模式，建立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
核心的管理体制、机制，推进片区学
校办学均衡优质发展。”该负责人最
后表示。

让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