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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新华日报》从武汉迁来重庆出版，继续把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播给民众——

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

▲

1941年
1 月 18 日，刊
登有周恩来为

“皖南事变”题
词的《新华日
报》版面。

（本 报 资
料图片）

▲4月7日，渝中区化龙桥虎头岩村，新华日报总馆旧址。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

4 月 7
日，渝中区化龙
桥虎头岩村，新
华日报总馆旧
址。图为防空
洞及印刷车间
旧址。

记者 齐
岚森 摄/视觉
重庆

▲

2 月 13
日，重庆红岩革
命历史博物馆
讲解员在为观
众讲解该馆镇
馆之宝——《新
华 日 报》印 刷
机。

记者 卢越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黄琪奥

从解放碑沿民生路步行10多分钟，便可
见一栋深灰色的三层楼房，这里就是《新华日
报》营业部旧址。

4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营业部旧址
时，发现这里虽然因为修缮暂未对外开放，但
依然吸引了不少游客在旧址前合影留念。“小
时候就听父亲说过《新华日报》的故事，这次
来重庆旅游，就想来旧址前看看。”来自南京
的游客王芸告诉记者。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
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党报，《新
华日报》为宣传党的主张，鼓舞人民的斗志，
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
极大贡献。当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被
人们誉为‘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站在新
华日报营业部旧址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
物馆副研究馆员叶维维说。

那么，《新华日报》当初为何创办？在重
庆的这段时间里，《新华日报》经历了哪些过
往？站在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门前，叶维维
给记者讲述了《新华日报》背后的事迹。

提前谋划
《新华日报》在汉渝实现无缝对接

“看报了，看报了，来看今天的《新华日
报》，看这份报纸如何报道抗战……”1938年

10月25日，报童们穿梭于重庆的大街小巷，
向市民叫卖最新出版的《新华日报》。

“就在10月24日，《新华日报》都还在武
汉出版。随着10月25日武汉沦陷，位于重
庆的新华日报分馆就成为总馆。”叶维维说，
不过《新华日报》能实现武汉、重庆的无缝对
接，离不开中共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等人的
提前谋划。

原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发行的
唯一党报，《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
在武汉创刊。“《新华日报》创刊之时，正值日
军大举进攻之际，故从创刊之初，新华日报就
在广州设立分馆。后来，为扩大报纸发行范
围和影响力，新华日报又在重庆设立分馆。”
叶维维介绍。

史料记载，1938年10月，随着日军进逼
武汉，党中央决定将《新华日报》迁往国民党
政府所在地重庆。“就在党中央作出决定之
前，中共南方局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董必武对
形势作出了精准的预判，并在当年7月派时
任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等人来到重庆，寻
找合适的办报地点。”叶维维说，熊瑾玎等人
来到重庆后，恰巧当时经营虎标万金油的永
安堂旗下《星渝日报》要停办，熊瑾玎当机立
断，马上租下位于苍坪街（今邹容路）69号的
星渝日报报社房屋和设备，为武汉《新华日
报》迁来重庆提供了保障。

“寻找到合适的办报地点后，熊瑾玎等人
就投入到《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的筹备工
作。”叶维维说，当时，董必武曾反复对新华日

报的工作人员强调，武汉一天不失守，《新华
日报》便会在武汉出版，倘若武汉沦陷，它（新
华日报）也许要搬来重庆了。

根据董必武的指示，熊瑾玎带领部分工
作人员先赴重庆，用最短时间完成了筹备工
作。《新华日报》于1938年10月24日在武汉
出完最后一期后，重庆的《新华日报》接着就
在10月25日出版，实现了无缝衔接，继续把
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播给了民众。

临危不惧
《新华日报》曾在防空洞里印刷

记者结束了对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的采
访后，又驱车来到渝中区化龙桥虎头岩村。

“这是新华日报总馆的旧址。”在5栋依山而
建的竹木、土木结构的楼房前，叶维维介绍，
从1939年 8月 13日到 1947年 2月 28日，
《新华日报》在这里编辑、印刷和发行。

为何新华日报总馆会从城区迁到当时还
是郊外的化龙桥呢？

原来，1939年5月，由于日机的轰炸，本
来设在城内西三街和苍坪街的《新华日报》馆
房屋被毁。之后不久，迫于国民党当局的压
力，《新华日报》不得不与重庆其他报纸一起
联合办报。

为了保证《新华日报》能尽快恢复独立出
版，熊瑾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想方设法地租
下这块地皮。“经过3个月的努力，熊瑾玎在

这块地上修建了一排简陋的竹编泥糊楼房，
作为新华日报总馆和职工宿舍。同年8月
13日，《新华日报》在这里出版发行了复刊后
的第一张报纸。”叶维维介绍。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总馆共有5栋竹
木、土木结构楼房，包括记者工作室、排字
房、宿舍、食堂、托儿所等。翻新后的总馆旧
址，基本参照了当年的格局。和宿舍楼不
同，出版部的办公室房门是两两相连，社长
室靠着记者办公室，夜排字房和夜编部挨在
一起。“这样的布局是为了方便大家交流而
专门设计的，当年新华报人之间的关系就像
这些紧挨着的房门一样，亲密无间。”叶维维
说。

穿过几栋楼房后，一个防空洞映入记者
的眼帘。“新华日报刚迁来时，为了躲避日机
空袭，同志们自己动手挖了这个防空洞。”叶
维维介绍，鬼子的空袭很疯狂，为了保证每天
能按时出报，后来他们把印刷机也搬进了防
空洞。“抗战后期，《新华日报》在防空洞里印
好后，就用脚踏车从后面的小路运进城。
1941年1月18日，刊载有周恩来‘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的《新华
日报》，就是在这个防空洞里印出来的。”叶维
维说。

“在这些新华日报人的不懈努力下，一
份份以宣传党的主张，鼓舞人民的斗志，维
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内
容的《新华日报》从化龙桥出发，被运往重庆
各地，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

作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情赞誉和中共中
央的充分肯定。”叶维维说，毛泽东在重庆谈
判期间，曾高度评价《新华日报》：“同八路
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
个方面军。”

讲好故事
修缮后的旧址将于7月重新开放

“作为《新华日报》历史的重要见证，来总
馆旧址参观的市民和游客总是络绎不绝。”叶
维维表示，为更好让市民了解《新华日报》背
后的故事，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在去年7月启
动了对新华日报总馆旧址和营业部旧址的
修缮工作，旨在通过科技手段和智慧博物馆
建设，更加生动地讲好文物故事。据介绍，
修缮工作预计于6月完工，今年7月，新华
日报总馆旧址和营业部旧址将重新面向市
民和游客开放。

“根据计划，重新开放后的新华日报
总馆旧址和营业部旧址会以专题形式大
量展示报纸内容，反映《新华日报》《群众》
周刊在动员民众抗战、发展人民抗战力
量、加强自身建设、争取人民民主等方面
发挥的重要作用；还将根据当年报馆工作
人员回忆和相关影像资料，充分展现新华
日报总馆工作人员在‘红色三岩’之一的
虎头岩下战斗、学习和生活场景。”叶维维
介绍。

□新华社记者 李勇 陈国洲

“为什么有些领导干部后来会出现问
题？”

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前馆长厉华
说：“其实在‘狱中八条’里早有警示：放
松学习、不做实际的工作，逐渐在思想
上脱党；官架子大，脱离群众；经济、
恋爱等私生活混乱……”

72年前，诞生在黑牢里的“狱中
八条”，是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渣滓
洞的共产党人“最后的嘱托”。

72年来，它时刻警示后人。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作风
建设入手、打虎拍蝇惩治腐败，扎紧
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党的建设更
加制度化、规范化。

建党百年之际，重温“狱中八
条”，以警示之言，继遗志，启新程。

鲜血写下的嘱托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
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多年前我
第一次读到‘狱中八条’时，就被其
巨大的力量所震撼，字里行间包含
的那种革命先辈对党的热爱，那
种直言无忌、开门见山的坦白，

那种勇于自我反省、自我革
命的精神令人动容，让我

坚信我们的党将永葆
生机！”

在重庆红岩村的办公室里，朱军向记者
展示了“狱中八条”全文，讲述了这份报告的
由来。

从1948年起，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
洞里的共产党人有感于重庆地下党组织被
敌人破坏，三次武装斗争的失败以及叛徒
与革命者鲜明的对比，开始总结失败的经
验教训。

1949年11月27日，300多名革命志士
被先后杀害。逃过大屠杀的共产党员罗广斌
在重庆解放后凭借记忆整理出同志们在狱中
提出的意见。

1949年12月25日，他写成了《重庆党组
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给中共
重庆市委。

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讲解员刘帅
介绍，报告总字数约3万字，现存2万多字，

“狱中八条”由报告的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提
炼而成，共八条3000余字。

1989年，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胡康民在重庆市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并
加以整理和挖掘，这就是现在为人熟知的“狱
中八条”。

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第二条：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

炼；

第五条：切勿轻视敌人；
第六条：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

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第七条：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主任马

奇柯说：“身处黑牢，直到生命最后，革命者都
还在为党的未来谋划，生怕发生在自己身上
的经验教训不能被组织吸取，这份忠诚，让人
泪目。”

警示忠言发人深省

多年来，由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排演的“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不断在各地演
出。厉华说，巡演的最后一幕，台上演员们齐
声朗诵狱中八条，每念一句，全场观众就鼓掌
一次，掌声经久不息。

“‘狱中八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关键在
于它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重庆市委党校教
授张新华说。

党建、党史专家们认为，“狱中八条”主要
聚焦党内三方面问题：防止党员领导干部作
风和腐化问题；严防理想信念动摇；严格进行
整党整风。

张新华说，“狱中八条”头一条就提出“防

止领导成员的腐化”，第六条又特意强调要
“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
活作风问题”，这与当前从严治党、强力反腐
的要点不谋而合。

“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在今天要抓住‘关键少数’的重要性，也能
够更好体会强调严私德、高压反腐的重要意
义。”党史专家、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
勇说。

新时代，凝聚新力量

“仿佛是对红岩烈士嘱托的回应。”马奇
柯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
生动实践，进一步强化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使之成为各项事业的根本保障。

“打虎”无禁区：2020年，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网站公布了18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
查的消息：福建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张志
南，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文化和
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等相继落
马。

“拍蝇”不手软：2020年1月至11月，全
国共查处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0.46万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4.95万人，
其中党纪政务处分9.2万人。

教育不放松：2021年2月，中共中央决
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建
设。2020年1月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133
万人次。

新时代，“狱中八条”成为开展党史学习、
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为开启新征程凝聚新
力量。

2020 年以来，红岩精神特色思政课
“红岩革命故事展演”已在重庆、武汉等地
100余所高校和机关企事业单位演出，现场
观众超10万余人次，网络点击量达300多万
人次；

在重庆红岩党性教育基地，“狱中八条”
成为必修课，在白公馆、渣滓洞现场教学，开
设1583个班次，全国各地6万多人次党员干
部接受了精神洗礼；

近年来，每年来白公馆、渣滓洞参观旅游
的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越来越多年轻人
显示出对学习“狱中八条”的浓厚兴趣。清明
前夕，由西南大学“学行”大学生党史宣讲团
的数十位青年大学生拍摄的《狱中八条》微党
课走红校园……

朱军说，今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百
年华诞，今天的共产党人一刻也不能忘记烈
士的嘱托。

（新华社重庆4月7日电）

忠 诚 与 背 叛
——说到每个党员心里的“狱中八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