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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26日

川、滇、黔3省18市、地联合
组建的重庆经济协作区正式成立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1988 年 3 月 26 日至 28
日 由川、滇、黔 3 省 18 市、地
联合组建的重庆经济协作区正
式成立。会议通过了协作区商
品物资流通、科技协作、信息交
流以及联办经济协作总公司等
文件，并协商了有关协作事宜。

1985年12月底，由重庆、上
海、南京、武汉联合发起组建了
流域经济合作组织——长江沿

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在重庆
举行成立大会及第1次市长联
席会。后来，协调会以四个中心
城市为中心分别形成了四个协
作区。其中，重庆经济协作区是
以重庆为区域经济中心的政府
间经济协作组织，是一个区域横
向经济联合组织，也是我国西部
地区经济十分活跃的区
域经济合作组织。

□本报记者 陈国栋

在距涪陵城区40多公里的地方，
有一座海拔上千米的铜矿山。山顶一
个叫鸡石尖的地方，立着一块石碑，碑
上写着“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誓师
大会遗址”。

这里是涪陵区罗云乡，四川红军
第二路游击队诞生地，有着光荣历史
的革命根据地。90多年前，在共产党
人的带领下，罗云的仁人志士打土豪、
分田地，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
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

“切莫为我空悲痛，愿对我们的敌
人猛攻!猛攻！……”四川红军第二路
游击队总指挥李鸣珂英勇就义前的遗
言，至今让人振聋发聩。

阳春三月，和煦的阳光打在山
顶。遗址周边的红叶石楠，愈发鲜艳
夺目。

这是一片英雄曾经战斗过的热
土。抚摸斑驳的石碑，环顾周边崇山
峻岭，耳畔仿佛又响起当年隆隆的枪
炮声……

罗云革命 威震川东

涪陵区罗云乡场镇旁的红军烈士
陵园，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纪念碑
巍然耸立。3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
登上高高的台阶。面对英雄塑像、石
壁传记，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时光回溯到90多年前——
“砰!砰!砰!”1928年6月17日，罗

云的赶场天。中午时分，随着文昌宫
三声枪响，带着长矛、大刀、步枪的几
十名青壮年，冲进茶楼、酒馆，将28名
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当场处死。这就
是罗云“土地会”起义。10多天后，起
义被反动派残酷镇压，数十人被当街
残杀。

这次暴动，由涪陵最早的党组
织——中共罗云支部发动。两年前的
春天，中共成都特支委员、涪陵罗云人
钟善辅奉命回乡，举办农民夜校，宣传
革命思想，先后发展李焕堂、刘伏洋、尹
觐阳等进步青年加入共产党，成立支
部。李焕堂任党支部书记。

1927 年，罗云支部成立“土地
会”，以烧香敬“土地”为掩护，吸收穷
人参加革命。到次年春天，“土地会”
会员发展到 200余人，有枪支 60余
支。平常，大家在一棵大柏树旁秘密
联络，在文昌宫、红军洞等地议事。“土
地会”起义被镇压后，幸存下来的会员
分散隐蔽。

1929年2月，共产党员尹觐阳通
过统战工作接任罗云团正（即乡政府
负责人）一职，让罗云地方政权牢牢掌
握在共产党人手中。随后，尹觐阳以
防务为名组建了一支400多人的农民
赤卫队。

这年底，四川省军委书记李鸣珂
到涪陵发动兵变，组建红军，成立中共
涪陵特别行动委员会。李鸣珂毕业于
黄埔军校第4期，曾击毙蒋介石心腹
戴弁，是一名威震敌胆的传奇英雄。
在他的指示下，国民党驻涪陵部队连
长、共产党员赵启民带着两个排的士
兵起义并开赴罗云，与当地的农民赤
卫队汇合。

1930年 4月 7日，由起义士兵、
农民赤卫队组成的四川红军第二路
游击队在罗云铜矿山鸡石尖宣告成

立。当天誓师完毕，部队立即开拔，
随后转战丰都、武隆、彭水、石柱等
地。短短四个半月，游击队从400多
人壮大到2000多人，历经大小战斗
数十场，建立了13个乡级苏维埃政
权，开辟了30多个乡镇游击区。这
期间，游击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惩办
土豪劣绅，开仓济贫，分田分地等土
地革命活动。

1930年8月23日，红军在石柱鱼
池坝遭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损失
惨重，只有80余人突围。不久，四川

红军第二路游击队解散。
从1926年到1931年，李鸣珂、钟

善辅、李焕堂、尹觐阳等一大批革命志
士浴血牺牲。

“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虽然失
败了，但为党积累了武装斗争经验，传
播了革命火种，对四川省内外的革命
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涪陵区委党史
研究室有关负责人说。

革命薪火 代代相传

罗云乡政府的干部告诉记者，概

括起来，罗云革命精神就是——紧跟
党走、不畏牺牲、自觉奉献、服务人民。

罗云党支部书记李焕堂的曾孙李
小波，现任罗云乡初级中学党支部书
记。李小波自记事起，就听大人摆起
曾祖父为帮助穷苦群众翻身而发动农
民起义的英雄事迹。“他因叛徒出卖惨
烈牺牲，几十年来，他的精神一直激励
着我们前行。”李小波表示，将沿着先
辈的足迹，续写新的荣光。

“革命志士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
铭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精神要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今年76岁的罗云
乡退休干部、党员魏绍荣，20多年如一
日，坚持在罗云乡义务宣传罗云革命往
事。

“红色文化是罗云乡独特的旅游
资源，在工作中，我们注重用罗云革命
精神来激励全乡党员干部的士气。”罗
云乡党委书记殷志勇说，在脱贫攻坚
过程中，乡里的干部白天忙工作，晚上
访农家，不计较得失，任劳任怨，深得
群众信赖，圆满地完成了脱贫攻坚任
务。

如今，罗云红军烈士陵园被列为
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涪陵区干
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

这段时间，不断有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党员到罗云乡红军烈士陵园、大
柏树、红军洞等地瞻仰，学习党史、淬
炼初心。

对党忠诚、为民服务，党员们在这
里受到触及灵魂深处的教育。

接续奋斗 振兴乡村

“我们打算依托红色资源，发挥绿
色优势，努力在乡村振兴中交出一份
满意答卷。”殷志勇说。

目前，罗云的革命遗址有14个，
分别是：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诞生
地、红军烈士陵园、誓师大会遗址、土
地会起义遗址、大柏树土地会秘密联
络点、牛来寺秘密联络点、平台寺秘密
联络点、跃马坑遗址、文昌宫遗址、洞
老壳练兵场、钟善辅故居、李焕堂旧
居、红军洞遗址、红军路遗址。

罗云乡乡长黄忠说，罗云乡计划
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结合良好的高
山生态和农业生态等绿色资源，构建
主题鲜明、独具特色的罗云旅游体系，
打造一批优秀的旅游产品，吸引各方
游客。

海拔1000米左右的铜矿山，夏
天的温度比重庆中心城区低七八摄
氏度，空气清新、温度适宜。记者在
铜矿山村五组采访时看到，在“云上
部落”片区，几栋民宿正在石林中抓
紧施工。

黄忠介绍，该乡正借势发展避暑
经济及乡村休闲度假消费。

按照规划，罗云乡将充分发掘罗
云红色文化，开展以红色文化为主题
的体验活动；推广猕猴桃、花椒、油菜
等经济作物种植，与旅游经济融合，把
池沱坝－干龙坝－罗云场镇－铜矿山
沿线打造成花果农业景观带；在铜矿
山上打造舒适、休闲、绿色、生态的高
山人居环境。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罗云乡人民上下一心，不等不靠，正以
勇毅的决心、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美
好的明天！

赤 胆 铸 忠 魂 热 血 洒 厚 土
——探访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遗址感悟革命精神

3月12日，涪陵区罗云乡“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誓师大会遗址”，前来缅怀
先烈的市民络绎不绝。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在红岩革命纪念馆四楼举办的大型展览“他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纪
念周恩来总理珍品展”自3月1日开展以来，掀起观展学党史热潮。截至3月24
日，已有近1万名观众走进展厅，深度了解、深切缅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图
为展览现场。 记者 赵迎昭 齐岚森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纪念周恩来总理珍品展”
吸引近万观众

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各地各部
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开展各种形式的党史学习教育，并
将学习教育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积
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受到群众的广泛点赞。

市卫生健康委
推出药学门诊等38项惠民措施

“我外公有高血压还有肺癌，他每
天需要服用好几种药，这些药物可以
一起吃吗？”3月24日一早，重医附二
院江南院区药学门诊副主任药师李
頔，就已开始接诊病患咨询。

市卫生健康委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出发
点、落脚点，结合卫生健康行业特点，
制订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
作计划，今年将推出38项惠民措施，
包括在委属三级医院全面开设药学门
诊，为患者提供药学咨询、药物重整、
用药教育及用药交代等药学技术门诊
服务。

据了解，药学门诊是药师根据患
者性别、年龄、疾病情况，以及身体状
况、既往病史和整体用药等，为患者提
供高质量、综合性和个体化的新型药
学服务。目前，药学门诊已在重医附
二院江南院区等医院运行，很受患者
欢迎。

今年，市卫健委将推出的38项惠
民措施，包括“健康知识进万家”“提升
质量优服务”“惠民政策解难题”“深化
改革促发展”等9个专题，注重把党史
学习教育同推进年度重点工作、为民
服务、办好民生实事结合起来，以学习
教育成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的提升，
确保在行动上见真章。

市残联
“问需求”“送康复”“送技

能”“送便利”暖人心

为认真做好编制实施全市“十四
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工作，扎实
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连日来，市残联先后赴黔江、武隆、秀
山、酉阳、彭水等区县调研残疾人工
作。

进入春天，酉阳县黑水镇平地坝村
村民谭永昌每天都要在蜂场忙碌好一
段时间。今年54岁的谭永昌1岁时因
为烫伤，右手落下了残疾。但他却是一

个干活能手，这两年，在政府的帮助下，
他靠着养殖蜜蜂甩掉了“穷”帽子，还免
费向周边的贫困户提供种蜂和技术，带
领大家一起发展“甜蜜事业”。

近日，市残联又来到平地坝村，仔
细察看了谭永昌家的蜜蜂养殖，了解
他家住房、生产和生活环境情况，鼓励
他自强不息，发展产业，努力把日子越
过越好。

据悉，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中，市残联将开展我向残疾朋友

“问需求”（开展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
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工作）、我为
残疾朋友“送康复”（为有康复意愿的
0-6岁持证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服务）、
我为残疾朋友“送技能”（完成农村残
疾人实用技术培训5000人）、我为残疾
朋友“送便利”（实施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2000户）系列活动，让全体残疾
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增幸福感、获
得感、安全感。

垫江
开设微课堂，贴近实际讲党史

“‘干货满满’的微党课使我从党的
非凡历史中体悟初心、锤炼初心、坚守
初心。”“通过学习党史，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3月24日，在垫江县委党校的

党史微课堂上，学员们结合实际，声情
并茂地畅谈对党史学习的理解。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营养剂，
红色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本色、人生底
色，是我们精神的归宿、初心的原点，
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垫江县白家镇副
镇长高超这样说道。

据了解，党史微课堂是垫江县委
党校围绕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开展的系
列活动之一。

除此之外，垫江县委党校还将开
展分享党史故事、党史知识竞赛、党史
学习征文等活动，从贴近生活、贴近实
际的角度组织党史学习教育，同时举
行多形式专题培训、专题研究，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多方面
普及党史知识，持续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江津
“向党说”信箱挂到居民楼

3月23日，江津区双福街道阳坪
社区，“平改坡”整治正在施工中。这
项民生工程的实施，得益于双福街道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挂出方便老年人
诉说心声的“向党说”红色信箱。

记者在阳坪社区一楼栋下看到一
个长方体形状的红色箱子，上面印有
鲜艳的党徽，中间标有“‘向党说’信
箱”字样。社区党委书记何应琼介绍，

社区大部分房屋为农转非安置房，
2008年入住以来，因基础设施老化等
原因，物业矛盾突出。为此，社区干部
公布了电话和微信群，方便群众反映
问题。

“我们辖区常住居民6000多人，
有60%至70%是老年人，他们不习惯
用微信，打电话往往也说不清事，反而
习惯写信。为畅通他们的反映渠道，
我们就想到了老办法，在各楼栋下面
挂上红色信箱，由支部书记掌管信箱
钥匙，当‘邮差’送信。”何应琼说。

“向党说”红色信箱挂出来不久，
社区就收到了赖国富、熊成贵等老人
写来的联名信，共同反映屋顶漏水问
题。

社区实地勘察后将此事上报到双
福街道。通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双福
街道决定在福城家园B区、福城北苑、
板仓街D区还建房全面推进“平改坡”
整治工作，将原来的平面屋顶整改为
坡面，彻底解决漏水问题，惠及大批居
民。

目前，双福街道正在辖区14个社
区推广“向党说”红色信箱，打造“家门
口”的社区服务诉求新平台，切实为居
民办实事、解难题，实现联系服务群众

“零距离”。
（记者 李珩 杨铌紫 张莎

通讯员 姚庆 冉陈）

扎实学好党史 切实办好实事
我市各地各部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求真务实

本 报 讯 （记
者 汤艳娟）3月2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渝中区获悉，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第三厅暨文
化工作委员会旧址
（ 又 称 郭 沫 若 旧
居）——渝中区“天
官府8号”，经过修
复、布展于近日试开
馆，向公众开放。

“天官府8号”
位于渝中区七星岗
放牛巷，建于上世纪
30 年代，原名“天
庐”，由主副两栋三
层中西式砖木结构建筑组成。两栋
楼房建筑面积共有600平方米，为

“外廊式”中西合璧建筑装饰风格。
这里最早是国民政府重庆市第

一任市长潘文华内弟的私宅，后成
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
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处所。

1938—1946年在重庆的八年
中，郭沫若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
作委员会主任，一直站在抗日救亡
的前列，广泛发动进步文化人士开
展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和反独裁、争
民主的斗争。

“天官府8号”是郭沫若在重庆
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也是抗战时期
众多在渝文化名人的重要聚会场
地，沈雁冰、老舍、陶行知等都曾是
这栋小楼的常客。

作为文化界领军人物，郭沫若
在此先后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
《孔雀胆》《天国春秋》等历史话剧。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他用11天时间
完成的《屈原》。这也是他创作生涯
中最重要、最辉煌的时期，而“天官
府8号”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1940年7月13日，“天官府8
号”遭日本飞机炸毁，之后被修复。
1983年，“天官府8号”被重庆市政
府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2015年，渝中区政府对其进
行“修旧如旧”的恢复性修缮，修缮
工作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竣工。
后来，通过郭沫若女儿的回忆和对
历史资料研究后，渝中区精心策划
了题为《抗战中的郭沫若与文工会》
的布展。

郭沫若旧居试开馆
位于七星岗，著名话剧《屈原》诞生于此

修复后的郭沫若旧居。
记者 汤艳娟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