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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匡丽娜

1927年初，北伐军占领南京，英
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炮击南京，制
造了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中共重庆
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于3月31日在
重庆打枪坝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帝
国主义炮击南京市民大会”，漆南薰被
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总主席。当天上午
11时许，各界群众两万余人进入会
场。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会场进行镇
压，打死137人，打伤千余人。漆南薰
不幸中弹受伤，在群众的掩护下从城
垛跳下，被埋伏的暴徒捉住，拖至两路
口，被他们残忍地剖腹、敲牙、腰斩数
段。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重庆“三·三
一”惨案。

“此时，漆南薰的侄子漆鲁鱼正在
日本东京医学专科学校留学，从报纸
上得知惨案真相和四叔的遇难细节
后，漆鲁鱼学医救国的梦想被击碎
了。”12月16日，中共江津区委党史
研究室编研科科长钟治德，向重庆日
报记者讲述了漆鲁鱼万里寻党的故
事。

他决定步行回到上海，等待
党组织重新安排工作，数月的风
餐露宿，回到上海已和乞丐差不
多了

漆鲁鱼，重庆江津人。在日本，他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东京的外围组织

“中国留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和“青
年艺术家联盟”，深受当时在日本的郭
沫若、夏衍等人的影响。

1928年7月，学业期满的漆鲁鱼
从日本归国，他谢绝成都、重庆等城市
大医院的聘请，回到老家江津李市坝
开办了一家私人小诊所，以此掩护革
命活动。1929年10月，漆鲁鱼成为
中共正式党员，担任中共江津李市支

部宣传干事。
1930年1月，江津党组织遭到破

坏，漆鲁鱼被组织安排到上海开展党
的秘密工作，公开身份依然是医生。
这年8月的一天夜晚，漆鲁鱼在张贴
标语时，被跟踪的暗探抓捕，遭到严刑
拷打，但漆鲁鱼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
员的身份，最终以“聚众写宣传标语的
共党嫌疑”被判刑一年。

1931年8月，漆鲁鱼刑满出狱，
经严格审查后，上海党组织安排他到
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当他抵达后才知
道部队已经转移了。上海党组织提供
给他的仅是单面路费，漆鲁鱼决定步
行回上海，等待党组织重新安排工
作。一路上，漆鲁鱼不得不乞讨。这
是漆鲁鱼的第一次“乞丐生涯”。
1932年初，漆鲁鱼终于回到上海，数
月的风餐露宿，他已经和乞丐差不多
了。

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我党的活动处于沉寂的地下状
态，他找了几处过去的联络点都
无果，再次成为乞丐

钟治德介绍，党组织对漆鲁鱼再
度进行了严格审查后，决定派他到广

东汕头筹建党中央和江西中央苏区的
秘密联络站“中法药房汕头分行”。在
汕头，他默默为党工作了两年多。
1934年4月，他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回
到瑞金，受到李维汉和陈云等领导同
志的接见，后出任中央苏区卫生部保
健局局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
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因陈毅等同志负
伤严重，漆鲁鱼便留下来担任江西军
区卫生部部长，护理陈毅等负伤同
志。1935年卫生部随红二十四师转
战，在江西寻乌遭数倍之敌重围，漆鲁
鱼率领医务人员参加突围战斗，弹药
耗尽，不幸被俘。被俘后，他机智冒充
被我军击毙的国民党军医李晓初，说
自己是被迫留在红军中，敌人查验后
确有李晓初其人，便将漆鲁鱼释放了。

“漆鲁鱼获释后，身无分文，但他
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党。”钟治德称，
漆鲁鱼从瑞金启程，经会昌、寻乌、定
南、兴宁，再南下，辗转跋涉来到汕头，
却得知联络站早已撤销。于是，他决
定找机会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他在汕头一直等到1935年8月
底，裹着从江西穿出来的老棉衣，身上
长满虱子，万幸有家难民救济机构把
他收容了，总算一天能喝上三顿稀
粥。因为漆鲁鱼会说上海话，汕头方
面便把他当成上海难民，安排在一只
货船的底舱里，过了很多天，终于到了
上海。此时，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
中，我党的活动处于沉寂的地下状态，
他找了几处过去的联络点都无果。身
无分文，举目无亲，漆鲁鱼又一次沦为
乞丐。

学习漆鲁鱼同志心中有党、
一心向党的精神

1935年11月初，他病卧街头、奄
奄一息之时，一位行色匆匆的路人停
留下来，对他审视良久后招来一辆黄
包车，把他送进医院抢救。

“这位救了漆鲁鱼的人，是漆鲁鱼
在闸北工作时的同志何鸣九。”钟治德
称，何鸣九告诉漆鲁鱼，他也和党组织
失去了联系，但漆鲁鱼的堂兄漆相衡

来上海做了教授。漆鲁鱼知道堂兄也
是中共党员，但当他找到了漆相衡时，
漆相衡却在残酷的斗争现实面前脱了
党，只安心做教授。漆相衡“忠告”漆
鲁鱼，希望他公开登报脱离中共，凭借
他留学的背景和精湛的医术，就能留
在上海教书。

堂兄的一席话让漆鲁鱼十分失
望，不辞而别，从上海辗转回到重庆江
津老家，渴盼在家乡找到党组织。谁
知自从他1930年离开家乡后，江津的
党组织一再遭到破坏，漆鲁鱼根本联
系不上党组织。

1936年初春，漆鲁鱼到重庆寻找
党组织。他始终抱着一个信念：不能
坐等党组织来找自己，只有自己行动
起来，才能回到党的怀抱。

漆鲁鱼发现重庆本地的《新蜀报》
是中立的，《商务日报》是进步的。于
是他便投“文”问路。不久，漆鲁鱼成
为《商务日报》评论专栏作者，《新蜀
报》特聘他担任国际新闻评论编辑，漆
鲁鱼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被重庆救国
联合会推选为总务干事。

漆鲁鱼在重庆的积极主动工作引
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36 年 10
月，中央特派员张曙时到重庆与漆鲁
鱼取得联系，恢复了他的党籍，建立了
中共重庆干部小组，漆鲁鱼任组长。
重庆干部小组是重庆自1935年党组
织被破坏后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这
年冬天，党中央从延安派邹风平、廖志
高和《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负责人罗
世文，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
（简称省工委）。经省工委批准，重庆
干部小组改为中共重庆市工委，任命
漆鲁鱼为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漆鲁鱼先后担任
西南出版局副局长、西南文教委员会
秘书长、国家卫生部部长助理、成都市
副市长、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漆鲁鱼不畏艰辛、万里寻党的故
事令人感动。”钟治德说，今天，我们要
学习漆鲁鱼同志心中有党、一心向党
的精神，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
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
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为
党的事业不懈奋斗。

漆鲁鱼：风餐露宿 万里寻党

□本报记者 周松

不久前，沙坪坝某小区保安监控
室里，几名民警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控
视频，其中一名女民警看得最认真，她
从视频中一眼就识破了精心乔装打扮
的犯罪嫌疑人，随后民警们将其抓获
归案。她就是刚刚荣获我市首届“最
美基层民警·渝警楷模”称号、大足区
公安局情报信息支队副支队长彭雅
婧，同事都称她为“电子眼”。

多年苦练练就“火眼金睛”

9月20日下午，沙坪坝某小区保
安监控室，彭雅婧查看当天出入小区
的监控视频。视频播放到上午10点
50分，一名上身穿红色外套，下身穿
黑色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黑色棉布鞋，
反手提背包的男子进入小区，引起了
她的注意。

“此人正是我们要找的犯罪嫌疑
人。”彭雅婧说，此人虽然换了衣服，但
是走路的步态、提包的习惯，都和犯罪
嫌疑人一模一样。

视频播放到中午12点30分，一
名戴着女性太阳帽，反手提包，穿着米
白色裤子、棉鞋的男子走出了小区。

“还是他！”犯罪嫌疑人的伪装并
没有逃过彭雅婧的眼睛，她还是一眼
就认出了对方。晚上，当这名犯罪嫌
疑人再次回到小区时，被彭雅婧和同
事们抓个正着。

“每一次办案时，我都要反复端
详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将他们的体貌
特征等深深刻在脑海里。”彭雅婧说，
辨别一个人，衣服等外物是很容易改
变的，而人的耳朵、鼻子、眼睛，乃至
说话时嘴巴的造型，走路时迈步的动
作，这些人体基本特征和长期养成的
习惯，是很难改变的，通过这些难以
改变的特征，来辨别一个人才不会出
错。

说起简单，做起难，彭雅婧这识人
之术，源于多年的苦练。

受当警察的父亲影响，2004年，
彭雅婧如愿进入警察队伍。

2006年，父亲因病去世后，为了
完成父亲的遗志，她成了一名刑警。
由于危险,刑侦大队的女警一般从事
内勤工作，彭雅婧却一直希望能够在
刑侦一线战斗。

2006年，大足区石马派出所辖区
金山镇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当时派
出所里的刑侦民警全部出外勤，该案
件便由负责刑侦案件的中队长和内勤
民警彭雅婧处置。从此,彭雅婧便走
上了办案之路。

办案中，辨别犯罪嫌疑人是非常
重要的环节，而犯罪嫌疑人通常会乔
装打扮。

刚开始接触刑侦工作，彭雅婧为
了练习辨识人的能力，无论是去餐馆
吃饭，还是外出逛街，她都会刻意让自
己去仔细观察路人的各种特征。“哪怕
只是过天桥时看到一个乞丐，我也会
不自觉地仔细观察一番。”

日复一日的观察，让彭雅婧能从
很细微的差别中，记住每个人的不同
特征。“你看我身边的这两位同事，如
果不看他们的脸，只看他们的耳朵和
嘴巴，就会发现很大的不同：一个说
话时嘴角上扬，耳垂明显；一个嘴巴
略小，耳垂也不大，但耳轮凸起明
显。”

近三年来，彭雅婧参与抓捕了
200余名犯罪嫌疑人，没有认错过一
次，堪比肉眼版“人脸识别”，同事们都
称她为“电子眼”。

4个月抓获58名网上逃犯

2018年，公安部开展净网行动。

大足区公安局安排彭雅婧任组长，组
成联合追逃小组辗转全国各地，夜以继
日开展追逃工作。短短4个月内，她和
队员共抓获上网逃犯58名，联合追逃
行动战果在全市公安机关排名第一。

2018年6月的一天，彭雅婧站在
昆明长水机场的到达层，目不转睛地
盯着其中一个出港口，依次“扫描”蜂
拥而出的乘客。她等待的是一起系列
盗窃案的两名云南籍嫌疑人。

根据线索，身在境外的两名犯罪
嫌疑人即将乘机抵达云南。民警经过
调查后得知，当天嫌疑人可能乘坐的
航班有5个。筛查的重任落在了彭雅
婧的身上。她的任务是在出港口上千
名旅客中辨认出两名可能经过乔装打
扮的嫌疑人。

5架飞机陆续落地，随着人流散
去，警方并未发现两名嫌疑人的行
迹。彭雅婧和同事们无奈只得先回到
大足。

“难道是自己看走眼了？”彭雅婧
有些担忧，害怕因为自己“看走眼”而
导致任务失败。不过很快消息传来，
原来是两名犯罪嫌疑人因事耽搁，临
时改期乘火车回国。

当天凌晨3点过，彭雅婧和同事
顾不得休息，再次从大足区公安局出
发，连夜赶到了昆明火车站。

当时出站口人流如织，彭雅婧一

刻也不敢放松，“扫描”着站内所有人
员。

“确认过眼神，就是要找的人。”当
看到靠中间的一节车厢门内缓缓探出
的两个头，只1秒钟，彭雅婧就认出了
犯罪嫌疑人。“是他们！他们要出来
了！”追捕小组迅速上前对二人实施抓
捕。

凭一张老照片抓获逃亡
20年的男子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2018年8月11日，大足公安接到

线索，一名逃亡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
人，躲在云南省红河自治州建水县。

彭雅婧立即带领追逃小组前往犯
罪嫌疑人所在的地方。到达现场，她
们发现那是一处工厂，地形非常复杂，
厂房四周不仅安装有监控，厂内还散
养着两只狼狗。

工厂后方有一座大山，翻过去就
是境外。如果想进入厂房对犯罪嫌疑
人进行识别，肯定会打草惊蛇，犯罪嫌
疑人一旦逃往境外，再想抓捕就难了。

为了不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
彭雅婧带领同事躲在距离厂房20多
米外的一处驾校内，由她负责观察厂
房的动静。

8月13日中午12点过，从厂房出
来一个上身赤裸的男子，同事误以为
这就是那名逃犯。彭雅婧却摇了摇手
很肯定地说，这人并不是他们的目标
人物，因为这人的身高与目标人物不
同。

下午4点过，厂房里又走出一名
身高约1米8的壮汉，上身穿着白T
恤，下身穿着黑色长裤。

虽然，彭雅婧只看过这名犯罪嫌
疑人20年前的老照片，但是她一眼就
认定此人正是他们要找的人。“虽然过
去了20年，但此人身高、脸型、嘴巴等
特征都对得上号！”

最终，追逃小组联合当地公安机
关，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经核查该
嫌疑人正是逃亡了20年的旷某。

“我只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将罪犯
绳之以法。”能在茫茫人海中一眼辨别
出谁是犯罪嫌疑人，很多人觉得不可
思议，但彭雅婧认为自己只是尽了一
个公安民警应尽的责任。

她的眼睛堪比“人脸识别”
——民警彭雅婧凭借肉眼“零差错”识别犯罪嫌疑人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2月
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
悉，由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院士、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杨新民牵头申报
的“最优化问题的人工智能方法”项
目，近日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立项，资助直接经费1968万元。
该项目也是我市获得的首个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
要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经济、社会、
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等重大需求中
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多学科交叉研
究和综合性研究，以充分发挥支撑与
引领作用，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
新能力。

此次获得立项的项目分为4个
课题，包括连续优化的自主学习方
法、多目标优化问题的机器学习方
法、混合整数规划的人工智能方法、
组合优化的人工智能求解方法及应
用，由重庆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数
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院所相

关领域的顶尖研究团队共同合作研
究。

据介绍，最优化是数学的一个重
要学科分支，是应用数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工程技术应用数学方法的
重要形式之一，很多自然科学领域的
科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最优化问
题。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大数据智能化技
术向传统产业各领域环节渗透，有力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随
着新技术发展对数学的要求越来越
高，现有优化方法已不能很好解决发
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面临许多新的
挑战。

据悉，该项目将力争开辟最优化
领域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引领最优
化学科的发展，显著提升我国最优化
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和水平，集聚和
培养一批该领域的青年科研人才，形
成一支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最优化
研究人才队伍，也为解决事关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优化问题提
供新的方法和理论支撑。

我市获首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

“最优化问题的人工智能方法”项目获
直接经费1968万元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2月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针对基层医疗卫生结构不合理、
供给不平衡等问题，我市将逐步建立
健全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评审评
价体系，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级
管理，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
量。其中，今年全市共创建21个甲
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94个乙级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让基层百姓能就近
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甲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长啥模
样？在沙坪坝区井口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记者看到，中心明亮宽敞，门诊
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中医科、检
验科等科室一应俱全，并有DR、彩
超、全自动生化仪等医疗设备，能提
供一般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诊
断、治疗和咨询指导。

“建立健全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评审评价体系，旨在提升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的内涵，即服务能力，让基
层能接得住。”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
生健康处处长胡彬说，为此，我市健
全了评审管理机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参照国家社区卫生服务能力评价

标准，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为甲、
乙两级；乡镇卫生院参照《重庆市乡
镇卫生院等级评审标准（试行）》，将
乡镇卫生院分为甲、乙、丙三级进行
管理。

为细化评审标准，市卫生健康委
专门编写了《重庆市乡镇卫生院等级
评审标准（试行）》和《重庆市乡镇卫
生院等级评审指南（试行）》。

“我们对评审标准进行了细化，
内容上也丰富了许多。”胡彬说，重庆
乡镇卫生院评审标准分为功能与任
务、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其他服
务、院内管理等五个部分，共15节、
143条、266款，核心条款共46条。

与此同时，我市还建立了第三方
评审机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级评
审专家库，采用“事前随机+事中通
报+事后查验”方式进行现场复核。

“这些机构将发挥引领作用，并
辐射周边的乡镇卫生院。”胡彬说，我
市还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中
医、理疗、儿童保健、康复医学、安宁
疗护等服务，并将至少建成1个特色
科室，作为社区医院建设必备条件。
接下来，我市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调整卫生资源布局，努力构建“供
给足、环境美、服务优、上下联、信息
通、医防融”的新型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不断改善群众基层就医体
验。

重庆将开展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级管理

今年共创建21个甲级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194个乙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漆鲁鱼。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渝 警 楷 模

彭雅婧（左）在和同事沟通工作。 （市公安局供图） 本报讯 （记者 王翔）退耕还
林不仅绿了山川，也富了群众。近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丰都县获悉，通
过正在推进的新一轮退耕还林，丰都
县已新建产业基地22.5万亩，涉及
全县30个乡镇（街道）、70个贫困
村、7910户贫困户，为当地主导产业
的壮大和群众脱贫增收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近年来，丰都县大规模开展国土
绿化提升行动，扎实推进退耕还林、
重要支流植被恢复、天然林保护、低
效林改造、森林抚育等生态修复工
程。依托2002年前一轮退耕还林工
程，丰都县就完成退耕还林15.29万
亩。2014年，丰都县又启动实施了
新一轮退耕还林工作。

为了使退耕还林真正实现生态、
经济、社会效益的共赢，丰都县在新
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推进过程中，注重
与当地产业的结合，根据工程要求和
实际情况，确定了“2＋2”的主导产
业发展路径，即主推笋竹和木本油料
产业，继续巩固红心柚和花椒产业。

其中，笋竹产业方面，按照“适地
适树”原则，以毛竹、高节竹、雷竹为
主，其它笋用竹为辅；木本油料产业
方面，则以发展早实薄壳核桃为主，
油茶、油用牡丹为辅；在渠溪河、碧溪
河流域海拔500米以下的紫色壤土
分布区，则发展以红心柚为主的柑橘
产业；在树人镇、董家镇、湛普镇、三

建乡等乡镇海拔600米以下区域，则
大力发展花椒产业。

通过几年的努力，依托新一轮退
耕还林工程，丰都县已新建产业基地
22.5万亩，涉及该县30个乡镇（街
道）、70个贫困村、7910户贫困户，
贫困户退耕面积达71866亩。

随着这些产业基地的建立，当地
林业主导产业快速壮大。长江、渠溪
河、龙河流域新建8万亩笋竹基地
后，丰都笋竹基地总规模达20万亩；
武平、龙河等乡镇建设10万亩核桃、
油用牡丹、油茶产业基地后，该县木
本油料产业基地总规模达15万亩；
三元、双龙等新建3万亩红心柚基地
后，该县红心柚基地总规模达20万
亩；董家、湛普新建3万亩花椒基地
后，该县花椒基地总规模达8万亩。

产业基地的快速发展，除了为当
地农户带来产品、务工、土地流转金、
分红等直接收益外，还为当地“一二
三产互动、林工旅融合发展”打下了
基础。丰都县就陆续引进武汉凯迪、
龙璟纸业、成华人造板厂等企业，构
建起集研发加工、市场拓展、品牌创
建等于一体的产销链。当地还依托
森林公园、林业基地等，大力发展森
林旅游、森林康养，积极开展避暑纳
凉、休闲养生、养老服务、自然体验等
生态服务，打造出以南天湖4A级景
区、九重天连天栈道为代表的森林旅
游品牌。

丰都退耕还林
新建产业基地22.5万亩
为当地群众脱贫增收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