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红梅 戴娟 陈国栋

在渝中区大溪沟街道人民路117号，
有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硬山屋顶、
灰瓦黄墙、条石基础，在高楼的包围下，显
得格外低调。

但千万别因此小看了这栋楼。小楼

旁的院墙上，展板诉说着它曾经的荣光：
这栋存世百年的小楼，是中法学校校长
楼旧址。94年前，重庆最早的中共党组
织——中共重庆支部就诞生在这里。这
也是共产党在重庆的第一所干部培训学
校，从这里走出去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

94年来，革命先辈留下的优良传统

代代相传。在这片土地上，新时代的共产
党人接过先辈的“接力棒”，坚持人民至上
的价值理念，用心用情用力工作，不断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建党99周年之际，我们来到这里，
探寻初心，钩沉历史，映照现实，从中感悟
信仰和使命的力量。

30年前在搜集杨闇公史料时，重庆市地
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发现了1926年4月重
庆党团地委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记录。这份
文献生动记载了重庆党组织第一次民主生活
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场景。周勇说：“这
也是我目前看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
民主生活会记录。”

会议记录中写明了开会理由。1925年，
在重庆党组织筹建中，重庆党团组织的两位
负责人童庸生和杨洵在工作中产生了不少矛
盾。杨洵写信给党团中央“告状”，使矛盾公
开化。为解决矛盾，加强团结，1926年4月
15日晚，中共重庆党团组织召开了民主生活
会。

杨闇公开宗明义即指出，“现在我们尽可
赤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说出来，请各同
志加以批评”。杨洵和童庸生先后就意见分
歧的10个问题做了充分陈述。与会同志对
两人的错误逐条进行了诚恳的批评。杨洵和
童庸生也进行了自我批评，然后相互批评。
最后杨闇公强调，“看哪个才是真正的布尔什
维克，要从实际工作当中才表现得出来。”“以
后如有怀疑的地方，在批评会上和常委会上
尽可提出来赤裸裸说和建议，不宜站在一边
说话。”

在周勇看来，这次民主生活会堪称是中
共早期党内民主生活会的典范。“今天重读这
份记录，联系今天的实际，仍能感受其振聋发
聩、穿越历史、直抵心灵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
份民主生活会记录告诉你：

民主生活会
应该这样开

“三三一惨案”后，中法学校被反动分子
捣毁被迫停办。但该校为中国大革命运动培
养的一大批骨干力量相继奔赴全国各地，他
们为了理想和信仰，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
继、义无反顾。

出生于重庆市渝中区的游曦，便是其中
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
队中的第一位女英雄。

曾在四川省立重庆市第二师范学校读书
的游曦，在校期间受肖楚女影响，逐步树立起
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1925年秋入团，1926
年到重庆中法学校继续学习，在冉钧、杨洵、
周贡植等教导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
1926年筹备成立重庆妇联，当选首届妇联宣
传部部长。随后受党组织派遣，率领中法大
学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组成的工运小组，来
到重庆和四川缫丝工业基地磁器口，深入到
四家大型工厂的4000多名女工中，组织发动
工人运动，开办平民学校，促成首个女工工会
成立。

1926年底，游曦弃笔从戎，考入中央军
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5月参加学兵
团，屡建战功。1927年7月编入第二方面军
军官教导团开往广州，在12月11日爆发的
广州起义中英勇战斗，壮烈牺牲，时年19岁。

牺牲之前，她曾高呼：“同志们！我们子
弹打光了，就从阵地前的敌尸中去捡子弹，只
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高举起这面大旗！”

游曦
中法学校

走出的女英雄

▲环境整治后的人和街社区张家花园192号。
记者 汤艳娟 摄/视觉重庆

初 心 与 传 承
——发生在重庆最早的中共党组织诞生地的故事

▲位于渝中区大溪沟街道的枣二巷步道，居民
在此休闲乘凉，身边是彩色的二十四孝图等装饰，
很是漂亮。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位于渝中区大溪沟街道的棫園旧址。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相关新闻>>>

▼位于渝中
区 大 溪 沟 街 道
人民路117号的
中 法 学 校 校 长
楼旧址。

（本栏稿件由记者张红梅、
戴娟、陈国栋采写）

▲风景优美的渝中区马鞍山历史风貌区。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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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丝毫不能动
摇我的信仰。一句话，我的头可断，志不
可夺！”“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杨闇公烈士
留下的遗言振聋发聩。

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
比阔的是精神。

前往中法学校旧址途中，记者不时见
到臂戴红袖标，手拿铁钳，沿街清理路边
垃圾的人。

“这是我们的党员志愿者。”朱传富介
绍。原来，根据居民需求，街道创新建立
了“党员自主认领志愿服务岗位责任制”，
党员可按特长、意愿，自主认领政策宣讲、
文明劝导、治安巡查、纠纷调解等岗位。
这一做法被评为全国创新社会治理优秀
案例。如今，参与这一志愿服务的共产党

员有1900多人，涌现出不少典型。
“每天在社区转两个小时”，这是曾荣

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的退休党员
田亚军给自己下的“硬任务”。今年2月，
67岁的他主动承担起社区环境消杀任
务，每天两次背着15公斤的消毒液桶，在
街巷、楼栋、公共区域喷洒消毒液，累得满
头大汗。

“没反弹，母子俩关系好得很。我还
看到那个母亲给儿子挠痒呢。”人缘好、能
说会道的王庆华是远近闻名的调解能手，
前不久，76岁的她还调解了一对母子间
的家庭纠纷。她还是大溪沟街道“邢嬢嬢
开心编织”志愿服务队的副队长，8年前
开始，每年组织辖区退休阿姨为山里娃编
织毛衣、帽子、围巾等。她也因此被评为

市级“最美编织义工”。
56岁的陆远秀，在平凡的社区岗位

上，以人格魅力赢得了辖区单位和居民
的好评，从一个普通的下岗女工成为了
远近闻名的“小巷总理”。去年12月，因
右脚踝骨折，她被迫在家休养。疫情暴
发后，她拄着拐棍又上了岗。在带领社
区党员干部到街头巷尾联防联控途中，
她的右脚踝再次受伤。医生让她休息一
个月，但她稍微能下地走路便又回到工
作岗位。

“这是一块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热
土，要通过传承，让这里的每一个党员都
有一种自豪感、使命感，从而成为大家奋
斗的原动力。”朱传富的愿望正在一步步
变成现实。

星火可以燎原 现在，参与街道志愿服务的共产党员有1900多人

2014年，刚到大溪沟街道担任党工
委书记的朱传富，便开始收集挖掘中法学
校历史，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烽
火岁月，了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2016年，渝中区启动包括人和街社
区在内的10个山城老社区的打造，中法
学校校长楼旧址作为其中重要文物建筑，
正式启动修缮保护。目前，中共重庆第一
个党支部史实陈列展初步方案也已完成，有
望年内向公众开放。未来，中法学校校长楼
旧址还将与马鞍山历史风貌区、大礼堂、山
城步道联动，形成精品红色旅游线路。

但在朱传富看来，挖掘历史只是一个

开始，要让这块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
不就此沉寂，更重要的是发挥好重庆第一
个党组织诞生地的引领作用。

“重庆最早的地方党组织给我们留下
了什么？一是信仰的力量，二是组织建设
的力量。”朱传富的想法是，只要一直牢牢
抓住党的建设这个根和魂，将党建和日常
工作紧密结合，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工作做
起来就不难了。

这个念头萌生的背景是：由于历史原
因，大溪沟街道老旧房屋多、单体楼院多，
90%的居民楼群都是“三无小区”，没有物

业管理，小区安全、管线整治、守楼护院都
成问题；1.44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有常住
人口7.3万、流动人口3万，给城市管理工
作带来很大难度。

比如，街道人口结构复杂，加之进城
务工人员较多，提升市民素质和城区文明
程度难度较大。有的居民占有楼道、院落
乱堆乱放，悬挂衣物，凸出式防盗网堆码
易燃物品，既影响城市环境，又留下安全
隐患。

在朱传富的带领下，大溪沟街道党工
委接过先辈的“接力棒”，传承红色基因，突
出党建示范引领，不断促进社区治理创新。

接过先辈的“接力棒”“只要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工作做起来就不难”

吴玉章、杨闇公、冉钧、周贡植、任白
戈、范长江、赵一曼、游曦……这是一大
批在中共党史上耳熟能详的名字。但不
少人却不知道，他们都是中法学校的师
生，尽管这所学校只存在了短短的一年
半。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共产

主义运动的兴起，重庆革命形势迅速发
展。1925年8月，吴玉章抵达重庆，与杨
闇公、冉钧、童庸生等密切配合，开始改组
和整顿国民党四川省组织。同时，遵照中
共中央指示，以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名义在
重庆渝中区大溪沟创办重庆中法学校，又
称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培养革命骨干，也

作为中共党员和团员秘密聚会、商议筹建
地方党组织的场所。

1926年1月，中共重庆支部在重庆中
法学校成立，冉钧任书记，支部委员有周
贡植、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这也是重
庆城区建立的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同年
2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
委员会在重庆中法学校正式成立，由杨闇
公担任书记，成为统一领导四川革命的中
共党组织和党员的组织机构，直属中共中
央领导。

“中法学校的筹建过程中，吴玉章、杨
闇公、冉钧等对筹集经费、选择校址、聘请
教员作了细致筹划。”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会长周勇告诉记者，当时，在城内不易租到

校舍，吴玉章他们在大溪沟一带寻找到一
处称为“懋园”的院子。在杨闇公父亲杨淮
清和其他友人的帮助下，将此处租作校本
部，路旁有一块田坝，作操场，并在附近租
用居民住房，作学生宿舍。从学校筹建到
开学，只用了半个多月。

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后，中法
学校被反动分子捣毁，被迫停办。

“中法学校在重庆党史上是极其光荣
的一页，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周
勇认为，中法学校孕育了党的组织，播撒
了革命的火种，培养了大批中华英才，推
动了四川党团事业蓬勃发展。“这可说是
重庆革命的圣地，是我们重庆共产党人的
初心所在。”

只办了一年半 中法学校却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为群众办实事，首先得了解群众需求。
中法学校所在地的人和街社区党委，

从2009年起开展“敲门”活动，并坚持至
今。社区书记陆远秀说，社区要求做到

“八必敲”：对新入驻的单位、居民，社区党
员干部7日内要上门交流，送上联系卡；
对重病、残疾居民和空巢老人要定期上门
看望；对过大生、新生婴儿户、有家人离世
的家庭要送上礼包或慰问金。

在敲门过程中，社区党委了解到一低
保户的儿子无钱上大学，于是协调辖区单
位帮助解决；得知一孩子父母双亡，生活
困顿，于是牵线搭桥争取到定点资助；获
悉有27个农民工除夕夜不能回家，于是
举办“同庆佳节一家亲”团年活动……常
态化的“进千家门、访千家情、结千家亲”，
让群众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很温暖。

为群众办实事，要从“小事”做起。
去年底，大溪沟街道开始推行“党

建+物业”工作。承担试点的华福巷社
区，成立了民办非企业的聚福家园物业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主要由党员构成，理事
长由社区书记担任，居民小组长、热心群
众等担任监督员，平常采取网格化管理模

式。中心下设保洁、清运、维修、巡逻等8
个小组，负责社区79栋楼的正常运转。

“每个月，我们只收每户居民10元的
清洁费和物业费、2元的路灯费，其他服
务也按优惠价格收取。”华福巷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鱼雪梅说，社区设置了
便民服务热线，社区工作人员随叫随到。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那些年老体弱、子
女不在身边的居民，社区帮忙代购，甚至
提供上门理发等服务。

漫步街道投资30万元建成的枣二巷
步道，不锈钢的晾衣架，解决了群众的晾
衣需求；黄色的五线谱阳台，美化了居民
阳台；以二十四孝为主题的慈孝文化彩
绘，彰显文化气质……细节处处体现出管
理上的良苦用心。

为群众办实事办得好不好，要群众说
了才算。

街道党工委按照渝中区社区党建标
准化建设有关要求，建立起基层党组织月
考评制度。每月一考核，根据考核结果，
匹配工作经费。

“现在各个楼院干净整洁、邻里和睦、
秩序井然，多亏了社区的党员干部们。”家

住张家花园街的居民刘力杰，说到居住小
区环境，竖起了大拇指。2019年，大溪沟
街道辖区民调满意率超过95%。

为群众办实事，还要整合吸纳各方资
源。

2017年底，大溪沟街道党工委成立
了片区党建联席会，吸引34家市级机关、
央企、区级部门派出机构和非公企业党组
织参加，共同参与弥补城市短板。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联席会就发挥
了大作用：大溪沟派出所、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与街道密切配合，做好对重点地区人
员、重点场所的排查、检测和管理；7个区
级部门均安排人员到社区入户走访；其他
成员单位有的提供消杀服务，有的捐献口
罩，有的捐赠资金。尽管这里是渝中区最
早发现疫情的街道，但经过各方努力，科
学防治、精准施策，织密疫情防护网，疫情
防控很快取得阶段性成果。

如今的大溪沟街道，9个社区党委，
个个都是先进基层党组织。其中，人和街
是全国先进，华福巷是市级先进，罗家院、
建设路、双钢路、张家花园、人民村、红球
坝和胜利路等7个则是区级先进。

努力为群众办实事 如今街道9个社区党委个个是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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