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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匡丽娜 通讯员 廖正伦

“老板，有没有拿手的好菜？”
“有的是，本店最有名的菜是板栗烧鸡。

请问你是要红烧还是要清炖。”
“要红烧，外加小米辣。”
“请客人到后厅一号雅间入座。”
几句对话后，几位来客就急急忙忙地到

后厅去找座位了。
你以为这只是一桩生意接待吗？那就大

错特错了。这是革命同志用暗语在交流。
1927年，军阀刘湘与蒋介石勾结，制造了

“三·三一”惨案，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遭
到残杀。此时的共产党和一些倾向革命的团
体还处在地下时期，如果公开身份就会被反动
政府抓进监狱或被扣上反政府的帽子，因此他
们秘密制定了一套联络暗号，如“红烧”“小米
辣”代表赤色、红色，象征共产主义，凡能说出
联络暗号“红烧加小米辣”的，就是进步人士或
革命青年。对上暗号后，他们会直接进入餐厅
后厅的一号雅间，共同探讨中国革命的有关问
题，或是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民声》等
进步书籍或刊物，充分吸收革命的养分。

“这家餐馆名叫‘努力餐’，主人就是红岩
英烈车耀先。”12月28日，重庆红岩联线文化
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向重庆日
报记者讲述了一段有关车耀先烈士的故事。

革命者只要说出“一菜一汤”
的暗号，餐馆就会提供免费餐饭

1894年，车耀先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一

个贫苦的小贩家庭，早年参加了“四川保路同
志军”。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车耀先
离开部队，于1929年在成都开设“努力餐”以
联络各地的革命同志。王浩称，之所以取名

“努力餐”，一是希望革命同志努力加餐，健壮
身体，好有精力与旧社会作斗争；二是在这里
多看革命书籍，增加知识，好对旧政府镇压群
众的暴行口诛笔伐。

餐馆创立之初，车耀先曾亲笔在餐馆墙
壁上留下一副对联：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
努力！论实行民生主义，庶几，庶几！他经常
提醒厨师：“庶民百姓到我们这里来进餐，就
要想办法让他们吃好，做到物美价廉。”根据
党的指示，车耀先以“努力餐”老板的身份作
掩护，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努力餐”也顺
理成章地成为革命据点。到店里的革命者只
要说出“一菜一汤”的暗号，餐馆就会提供免
费餐饭。就这样，“努力餐”接济了许多生活

上存在困难的革命者。车耀先等人办事细致
周到，在餐厅一号雅室中，到处放置四书五经
和佛经之类的书籍。革命同志来了之后，车
耀先便将秘密收藏的书籍刊物拿出来供大家
阅读。1929年，车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担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在成都举行的“国耻纪
念大会”上，车耀先慷慨陈词，怒斥蒋介石和
旧政府的投降主义。他的言论和活动引起了

“三军联合办事处”头子向传义的注意，密令
城防部队深夜包围“努力餐”，逮捕车耀先。
但二十四军中车耀先的同学及早通知了他，
车耀先得以秘密前往重庆，转赴上海躲避。
半年之后，风头过去，车耀先返回成都，先后
在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和邓锡侯的二十八军担
任上校参谋、副官等，以此作为掩护，继续做
革命工作。1933年，他获取敌人要搜捕的地
下党名单后，立即想方设法通知名单上的人
及时转移，为保护革命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努力餐”成为抗日救亡人士
的活动中心

1937年1月，车耀先用餐馆内两间屋子
作为编辑部办公室，创办《大声》周刊。他用
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揭露亲日派挑动内战
的阴谋，积极宣传抗日，反对内战。该刊曾多
次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不得不先后改名为
《大生》《图存》等，与敌人周旋。从1937年1
月创刊到1938年8月23日停刊，共出刊61
期，疾呼抗战，反对妥协，成为当时四川抗日
救亡运动的喉舌。

1937年，成都地区各抗日救亡团体骨干
联合成立“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会的
日常工作和聚会就在“努力餐”。自此以后，
抗日救亡运动不但可以统一行动，也加强了
成都抗日救亡组织同全川各地抗日救亡组织
的联系。

“‘努力餐’还成了抗日救亡人士的活动

中心，国内著名的抗日救亡人士大多相会于
此。”王浩介绍，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邹韬
奋、史良、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出
狱后到成都，车耀先特为他们设宴于“努力
餐”。沈钧儒还曾陪同邓颖超与车耀先会
面。1940年，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
举行冯玉祥、老舍来蓉的欢迎会，也在“努力
餐”举行。

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题写了
墓碑碑文

1940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制造
“抢米事件”，造谣诬陷共产党，车耀先等100
余人被捕。

押往重庆后，车耀先最初被关在重庆望
龙门监狱，国民党的一个头目对车耀先说：

“只要你供出成都‘抢米事件’是共产党组织
的，就可以让你当四川省民政厅厅长，你看如
何？”“我是一个小老百姓，我不知道是谁组织
抢米，我也没有那个福气当官。”车耀先平静
地说。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施以酷刑，结果还
是一无所获。

1940年底，车耀先被转押至贵州息峰集
中营。在集中营里，车耀先与罗世文两人在
狱中组建中共地下临时支委会，团结狱中革
命志士，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坚决斗争。

1946年7月，车耀先及其他数十名革命
志士被转囚于重庆渣滓洞监狱。8月18日，
车耀先同罗世文一道昂首走向刑场，国民党
特务将他们杀害于松林坡戴笠的停车场。新
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车耀先举行了隆重
的葬礼，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题写了墓碑碑
文。

“喜见东方瑞气生，不问收获问耕耘。愿
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王浩说，这
首咏志诗实际上也是车耀先同志革命精神的
写照。今天，我们要学习车耀先同志寓伟大
于平凡的革命精神，胸怀理想，不懈奋斗。

车耀先：办好革命“努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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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松

“吴叔叔，今天你给我们讲什么故事啊？”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骗子们都有哪些

骗人的花招。”
12月18日下午4点50分，弹子石街道王

家沱社区的会议室里，坐满了刚从窍角沱小
学放学的学生，他们聚精会神地看着台上的

“老师”——刚刚荣获我市首届“最美基层民
警·渝警楷模”称号的南岸区公安分局弹子石
派出所民警吴献木。

他已经在这个讲台上，站了6个春秋。

为孩子们当起课后“老师”

吴献木与这个讲台结缘，得从2013年说起。
窍角沱小学是弹子石派出所辖区内的一

所全日制非寄宿制小学，在校学生500多人，
父母繁忙的学生占90%以上。学校下午4点
钟放学后，很多孩子回家没有人监管。

2013年，吴献木来到弹子石派出所工
作。看着孩子们放学后在路边玩耍、闲逛，他
十分担心孩子们的安全，也担心孩子们只顾
着玩耍影响成绩。

由此，吴献木协调多方共同出力改变现
状。在他的提议下，王家沱社区居委会腾出办
公区域作为教室，建立起了“四点半”学校，专门
接纳窍角沱小学放学后无家长接送的学生。吴
献木主动承担起接孩子们放学的任务，把他们
护送到“四点半”学校，并辅导他们学习。

在“四点半”课堂上，吴献木每周为孩子们
上两次法制教育课、安全知识课，帮他们普及

安全知识、防骗技巧等。他编制了法制连环画、
场景表演，并通过观摩少年法庭影视教育片等
方式，培养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法制意识。

研究生毕业的吴献木，还承担起了辅导
孩子们语文、数学、英语作业的任务。

“在我们学校娃儿心里，吴警官不光是民
警，还是家长。”窍角沱小学相关负责人说，以
前许多学生都不能按时完成家庭作业，经过
吴警官的耐心辅导，他们都养成了按时做作
业的好习惯，成绩也提高了不少。

守护孩子们的精神家园

“吴叔叔，我爸爸妈妈不关心我，还老批
评我，我不开心……”在“四点半”课堂，吴献

木与孩子们打成一片，成了孩子们的知心朋
友。在得知孩子的心声和问题时，吴献木通
过找学生谈心，和老师、家长共同协商对策的
方式，让孩子的疑惑得到回应，让他们幼小的
心灵得到呵护。

对于校园暴力，吴献木非常重视。
窍角沱小学三年级学生刘鑫（化名），放

学时由于无人接送，时常被高年级学生欺
负。刘鑫哭着回家告诉了父母，父母因为工
作原因无暇接送孩子，只好求助于社区民警。

吴献木得知这一情况后，放学时特地在
学校门口等着刘鑫，并暗自观察发现了施暴
的两个高年级学生。

他将这两名学生带到学校，并找来家长，

一起进行了法制教育，最终让他们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此后，他每天坚持在学校周边
巡逻。自此，窍角沱小学再也没有发生过学
生放学后被施暴的情况，家长、学校都称赞吴
献木为孩子们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发动家长来听课

“四点半”课堂取得了良好效果，学生受
益、家长放心、老师高兴。然而，吴献木知道，
孩子良好意识和行为的培养需要坚持，往往会
因为家长一个不经意的举动而将孩子带回原点。

“四点半”课堂的学生家长平时大都忙于
工作，怎样发动家长一起参与学生法制意识
的培养，成为吴献木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此，吴献木提出，让家长与孩子们一
起，参加法制教育课、亲子法制教育活动。

得益于长期以来他为孩子们讲课养成的
良好口碑，他的这个提议，得到家长们的积极
响应。不少家长来到他的课堂上，与孩子一
起听课。

学生家长曾维勇说：“吴警官管我们的参与
叫双管齐下、标本兼治。他的用心和用情，让我
们这些家长能够更加安心地工作了。”

家长和民警的共同参与，让“四点半”课
堂有了更加稳固的根基。

“教育孩子，学校和公安机关，只是其中
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在于家庭。”吴献木说，今
后他将和学校一起，继续为孩子们营造安全
环境，也努力带动更多家长重视科学教育方
式方法，共同为孩子们营造良好的生活和学
习环境。

社区民警吴献木：

为孩子们撑起课后安全“保护伞”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近日，中宣部“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我爱我的祖国”微视频作品
大奖赛评选结果揭晓，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重庆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精心选送的
17部优秀微视频从全国8万多件参赛作品中
脱颖而出，斩获各项大奖。其中，《德艺馨风》
《守望》分别喜获一等奖（全国仅 10 部）、二等
奖，其余15部作品获得三等奖。重庆学习平台
因在比赛中组织得力、成绩突出，荣获“优秀组
织奖”，在全国省级平台中排名第二。

此次大赛是中宣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面向全国开展的一次大型原创视
频征集活动。“学习强国”重庆领导小组办公室
广泛动员，积极组织发动区县、部门、市属企业、
媒体、高校等147家供稿单位以及广大市民报
名参赛。截至11月20日，共征集到参赛作品
540部。经过专家评审、认真把关，精心筛选出
符合要求的参赛作品上报中宣部，最终17部作
品斩获大奖。获奖作品真实反映了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形象新作为新成效，展示了重庆人民
接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平凡岗位践
行初心使命的感人事迹。

“学习强国”微视频作品大奖赛

重庆17部作品斩获大奖

渝 警 楷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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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一个土坑、两块砖、
猪圈蚊蝇成群……这种农户家里的简陋旱厕正
逐渐成为过去。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
康委获悉，截至11月底，今年全市已新建、改造卫
生厕所41.16万户、公厕1053座。以2019年农
户数计算，全市目前卫生厕所普及率约为78.6%。

在璧山区虎峰社区4组，村民朱义家的庭
院整洁有序、绿意盎然，走进位于院子左侧的厕
所，看到的是整齐的白色瓷砖、干净的冲水式蹲
便器、现代化的淋浴房和院墙外的三格式化粪
池。“卫生厕所好啊，按一下冲水按钮，就冲洗得
干干净净。”朱义说，以前上厕所就在猪圈，夏天
臭气熏天，冬天冷风往心里钻，条件和现在完全
没法比。

在农村改厕工作中，健康环保是需要考虑
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农村改厕建设标准方面，
重庆引进三格式化粪池，即每口无害化厕所长
4米、宽1.2米、深1米，中间分三道隔室，通过
贮存、过滤再排放。”市卫生健康委爱卫办有关
负责人介绍，粪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后，基本达到

“有棚有盖，不渗不漏，无蛆无臭”的卫生标准，
从而阻断疾病传播途径。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农村改厕专项资金由
地方财政承担支出，针对这一情况，我市有关部
门通力合作，整合相关部门资源，把农村改厕与
脱贫攻坚、农村危旧房改造、扶贫搬迁、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等工作有机结合，让农村改厕工作
得到有力推进。

“改厕时，我们只负责选好地址，把坑挖好，
剩下的事儿都是工程队来干，自己也没花啥
钱。”朱义说，工程队还把他家墙面重新粉刷了
一遍，整个家就像变了个模样。

据璧山区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该
区2018年从重大民生专项资金中安排2500余
万元用于三年农村改厕，对四类对象（建档立卡
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
残疾人家庭）D级危房三格式化粪池改造每户
补助1500元，四类对象C级危房厕屋改造每户
补助1200元，非四类人员危房户厕改造（C级
改厕屋、D级改粪池）每户补助1000元，对其他
农村散户补助800元。

在新建公厕和改造老旧公厕方面，我市严
格按照“五无五净一明两通”的标准进行，今年
新建、改造公厕1053座。“五无”是无蛆蝇、无杂
物、无尘灰蛛网、无明显臭味、无乱刻乱画；“五
净”是尿台净、蹲台净、地面净、门窗净、厕外净；

“一明”是灯明；“两通”是水通、下水通。

重庆近八成农户
普及卫生厕所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19〕34号

根据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案的通知》，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12:00-2020年2月1日12:00。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
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网上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
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查阅、下载。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电话：023-63628117，联系人：王先生。

本次公告将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发布。

备注：
一、序号GC19062采矿权出让人：重庆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
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联系人：李勇，联系
电话：023-74684686；

二、报名网址及CA办理：
（一）本次公开出让采矿权交易报名网址

为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
www.cqggzy.com）；

（二）竞买申请人应当办理CA数字证
书，凭CA数字证书登陆网上交易系统申请
报名、交纳保证金。

CA数字证书办理单位名称：东方中讯数

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复
兴 街 9 号 中 讯 时 代 6- 1，联 系 电 话 ：
4000235888，网上自助办理证书网址：http:
//os.ezca.org:8001/easyca/netpay/，或关
注“东方中讯”微信服务号获取更多帮助。

（三）竞买申请人在公告期内登录网上交
易系统并提交竞买申请后，交易系统自动生成
随机保证金帐号。竞买申请人应在公告期内
交纳竞买保证金至随机保证金帐号，交款人需
与竞买申请人一致，保证金账户只接受银行转
账或电汇方式，不接受现金或现金汇款，不接
受代交款和个人名义交款。竞买保证金到账
截止时间为：2020年2月1日12:00。

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
响您顺利获取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的1至 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
金。

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可抵作采
矿权出让收益，由竞得人委托重庆联合产权
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至财政非税收
入专户；如未竞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个工作
日内办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三、采矿权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人须为营利法人；
（二）竞买申请人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不

得参与竞买：

1.在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
公示系统的“矿业权人异常名录”“矿业权人
严重违法名单”内；

2.通过“信用中国”查询，在自然资源部
联合惩戒备忘录或重庆市信用惩戒严重失信
主体“黑名单”内限制禁止参与采矿权出让
的；

3.被吊销采矿许可证之日起2年内。
四、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的风

险，包括竞买须知所表述的有关矿产资源情
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储量等）与实际开采
有差距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灾害

防治、环境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
矿方法限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产资源
规划调整的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等风险。

（二）竞买申请人须认真详读竞买须知，
现场踏勘并详细了解出让范围及周边土地、
山权、林权、道路、地下管线、水电供给、废渣
占地堆放、地表附着物、社群关系等影响资源
开采的外部条件以及资产评估和其他权益补
偿情况。提交竞买申请即视为竟买人对采矿
权现状、公告须知、采矿权出让合同内容、资
产评估及其他权益补偿额已完全认可并自愿
承担所有风险。

（三）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水、用

电、公路、环保、基础设施等工作，由竞得人自
行负责解决并依法完善相关手续.

（四）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后，在办
理采矿登记所需要件时进行安全、环境评价
等认定为不适宜开采的，该宗采矿权按不成
交处理。

五、提出异议的方式与途径：
对本次出让的采矿权存有异议的，应在

公示期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出让方提出；对
出让交易程序存有异议的，应在公示期截止
前以书面方式向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
出。根据所提异议的具体情况，按照《矿业权
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置。

序号

GC19062

采矿权名称
（暂定名）

重庆市垫江县卧龙河构造中段
东翼岩盐矿

地理位置

垫江县五洞镇

矿种

岩盐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详见《竞买须知》

资源储量
（万吨）

1153.2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0.1307

开采
标高

-2930米至-3260米

生产规模
（万吨/年）

5（卤折盐）

出让年限(年)

27.44

出让收益起始价
（万元）

946.27

保证金金额
(万元)

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