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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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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岁的全国劳动模范何文忠，是彭水
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诸佛乡庙池村支部书
记，中共彭水县第十四届县委候补委员。
自1996年担任庙池村支部书记以来，他处
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秉公办事，积极带领
村“两委”班子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努力
学习宣传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积极带领全村群众发展经济、奔小康，
巩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村容村貌，提高村
民素质，改善村级经济状况，特别是在庙
池农庄建设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
何文忠的带领下，庙池村发展油茶
1000余亩，发展种植养殖大户10余户。

用民心诠释感情

何文忠常挂在嘴边的是：村党支部
有没有战斗力，村干部在群众心里有没
有威信，关键在于支部一班人能否搞好
团结，在处理事情上，能否做到公开、公
平、公正。在他的倡导下，班子交心谈
心和村上村务、财务、党务三公开制度
成为常态，增加了工作透明度，消除了
庙池村村民对村民委存在的隔阂和疑
虑，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他还高

度重视党员发展工作，注重把符合条件
的年轻致富能手列为发展对象，不断为
党组织增添新鲜血液。

何文忠常说：“我也是农民，我懂
民心。”他时刻关心关注“三无、五保、
低保户”等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自
担任庙池村支部书记以来，完成C级
危房改造37户，D级危房建设6户，
完成66户 142人的脱贫摘帽。他还
经常性关心慰问老党员、老干部和困
难家庭。不管春夏秋冬、天晴下雨，
除开会外，你总会在农户家中、田间
地头或者村办公室发现他忙碌着为
群众办实事的身影，他的脸上时刻保
持微笑，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耐烦。

用实绩回报信任

何文忠始终秉承着为老百姓干
实事的信念，尤其狠抓基础设施建
设，哪里没有路，他组织修路，哪里没
水喝，他组织找水源、修水池。

自任庙池村支部书记以来，他多
方筹措资金，新建通达公路 17.5 公
里，通畅公路9.8公里，维修公路36.5

公里，新建水池27口，惠及了全村百
姓。同时完成了庙池村便民服务中
心改建，新建的村级卫生室也为庙池
村村民提供了便利的卫生条件。

基础设施条件好了，他又开始操
心改善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充分利用
庙池村现有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开
展各类活动，图书室人气旺，每年的篮

球赛也搞得如火如荼，村民的精神文
明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现在村里社
会治安安定，邻里和睦，村民一心一意
建设“新农村”。正因为有这样的村容
村貌，2018年7月3日，该村成功承办
了“绿色中国行——走进世界苗乡·美
丽彭水”的大型公益活动和以“乡村振
兴·美丽彭水”为主题的电视系列访谈

节目——《绿色中国十人谈》。该村还
创办了农民夜校，邀请了市扶贫办产
业处长孙元忠前来为村民授课，并先
后接待了省、市、县级来人调研47期。

用发展书写业绩

多年来，庙池村一直以自给自足的传
统种植养殖业为主产业，经过多方协调后，
如今引进企业发展以高端水果为主的特
色产业，在这项转变工作中，以何文忠为首
的庙池村领导班子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庙池农庄是彭水县委、县政府的
招商引资项目，也是侨资企业感恩家
乡、回报家乡、带领家乡人民摆脱贫
困，共同致富的项目，计划投资3亿元
打造3000亩集现代示范农业和乡村
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农庄
开发建设要占用238户群众的土地，在
农庄核心区，要修路，要建水池，要筑
山平塘，要搞土地整治，怎样才能让群
众与农庄公司合作，作为支部书记，他
动了不少脑筋、付出了不少心血。他
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耐心细致地对
群众进行心理疏导，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解开了群众的心结，让群众支持土
地入股分红方式，对少数特殊农户采
取置换田地。何文忠送去党和政府的
温暖，发动群众为年老多病的李献山
挖洋芋，为身体残疾的李双清收割油
菜，为双目失明的张凤仙老人种豆子，
逐个感化，一道道攻克难关。功夫不
负有心人，项目终于得以顺利开工。
目前，园区设施、土地整治、风貌改造
等正加快推进，完成投资 8000余万
元，广大群众信心百倍、干劲十足。

自1994年担任村干部以来，何文
忠扎扎实实工作，默默无闻奉献，干出
了不平凡的成绩，同时也得到了各级党
委、政府的认可。他于2017被年评为

“重庆市第五届劳动模范”，2018年被
评为“重庆市扶贫先进个人”，2019年
被彭水县委组织部评为“优秀基层党支
部”及“先进个人”、被彭水县林业局评
为“乡土专家”、被彭水县司法局授予

“优秀基层调解员”称号、被彭水县委评
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潘锋
图片由彭水县诸佛乡庙池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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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树川 匡丽娜

4月21日上午，红岩魂陈列馆里
参观者络绎不绝。讲解员刘帅站在《狱
中意见》展示墙前，声情并茂地讲解“狱
中八条”诞生经过。

“重温这八条意见，让我深刻认识
到新中国来之不易。”重庆某物流金融
服务公司负责人冉坤称，革命者与叛徒
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坚守初心的重
要，“我将时刻用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
要求自己，经济上公私分明，工作中虚
心向他人学习，发挥共产党员的表率作
用。”

“我是一名预备党员，听完‘狱中八
条’背后的故事，十分震撼。”80后预备
党员熊佳威说，“革命先辈那种勇于自
我反省、自我革命的精神令人动容，我
坚信我们党将永葆生机。我将一如既
往、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为重庆建
设出自己的一份力。”

来自重庆市浙江台州商会党支部
的一位同志感叹：“这八条意见让我深
刻意识到，绝不能在小事小节上放松对
自己的要求，要在经济、恋爱和生活作
风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更有一位参观者在留言本上写
道：重读烈士的嘱托，更加感到力重千
钧。将以“狱中八条”为镜，从小事小
节上强化自律，始终做到不放纵、不越
轨、不逾矩。

“以‘狱中八条’为镜，
从小事小节上强化自律”

□本报记者 高树川 匡丽娜

1948年3月初，国民党在重庆的最高长官、
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在办公室里大发脾气，命
令军统重庆特务头目徐远举“务必迅速破！”

原来，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挺进报》和对
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居然”寄到了他的
办公桌上。

由于叛徒的出卖，特务们很快以《挺进
报》为突破口，抓捕了中共地下党员100余
人，导致中共重庆地下组织几乎全被破坏，让
整个四川党组织遭受很大损失。

“痛定思痛。被捕的共产党人总结了失
败的教训，对所犯错误进行深刻反省，并将这
些教训归纳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狱中八
条’。其实，‘狱中八条’就是先烈们当年总结
的八条‘血的教训’。因为‘狱中八条’有着强
烈的现实针对性，我们有必要对当时发生的
事情进行更多的总结，以示警醒。”4月26日，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教授向重庆日
报记者道出了一段令人动容的历史。

“狱中八条”由《报告》第七
部分《狱中意见》提炼而成

《挺进报》事件发生后，1948年9月，共产
党员罗广斌被捕。同室战友考虑到罗广斌的
哥哥是国民党高官，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便叮
嘱他注意搜集意见，总结经验教训，有朝一日
向组织报告。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
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王朴、陈然等经过多次
深入讨论，对重庆党组织所遭受的重大破坏
进行了深刻反省。

1949年“11·27”大屠杀之夜，罗广斌和
10多位难友成功脱险。当年12月25日，他将
撰写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上报中共重庆市委。

《报告》共七个部分，第五、六部分已经遗
失，现存第一、二、三、七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
部，有2万多字，内容分别是：案情发展（《挺
进报》被破坏的经过）、叛徒群像、狱中情形、
脱险人物、狱中意见等。

其中，第七部分《狱中意见》共八条，分别
是：1、领导机构腐化；2、缺乏教育、缺乏斗争；
3、迷信组织；4、王敏路线；5、轻视敌人；6、经
济、恋爱、私生活；7、整风、整党；8、惩办特务。

1989年，根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萧泽宽
等提供的线索，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
究员胡康民找到了这份《报告》并加以整理，
将《狱中意见》中的八条内容概括为“狱中八
条”：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2、加强党内教育
和实际斗争的锻炼；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
也不要迷信；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

“左”；5、切勿轻视敌人；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
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7、严格
进行整党整风；8、惩办叛徒特务。

“消极了、隐蔽了、长期埋伏
了，但没有工作，没有学习，没有
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

“用《狱中意见》来解读‘狱中八条’，最能
表达先烈们的真实意愿和对当下的警示意
义。”周勇对《狱中意见》进行了一一解读。

《狱中意见》的第一条是“领导机构腐化”。
1948年4月，重庆发生了《挺进报》事件，

重庆市委、川东临委和川康特委的几位领导
干部被捕并叛变，特务们抓捕了中共地下党
员100余人，其中大部分被杀害，导致中共重
庆地下组织几乎全被破坏，祸及全川。

因此先烈们首先提出了“领导机构腐

化”问题。《狱中意见》严肃指出：“这种从上
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
原因。”

周勇称，这里所说的“腐化”，主要指部分
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中的“消极隐蔽”，
生活中的“腐化堕落”。他们“消极了、隐蔽
了、长期埋伏了，但没有工作，没有学习，没有
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在思想上、意识上
产生了脱党的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映
了出来。”

中共上海局曾经几次托人带信和打招
呼，要求领导成员“加强学习，认真研究形
势”。但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等
不以为然，公开说：“该学的我都学了，否则我
坐不到今天这个位子上。”为此《狱中意见》总
结了第二条教训“缺乏教育、缺乏斗争”。

《狱中意见》的第三条是“迷信组织”。
这是最让人费解的一条，为什么称“迷信

组织”？周勇解释，当时党的组织是单线联
系，即一个干部联系一个党员，消息一级一级
传下去。由于基层党员无法知晓上级领导机
构已经腐化，因而“迷信”上级组织，以至于发
生重大损失。

革命烈士江竹筠就曾提出：“不要以为组
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

“发生了与原来过右作风相
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

《狱中意见》第四条为“王敏路线”，第五
条是“轻视敌人”。

什么是“王敏路线”？周勇解释，王敏是
中共上川东第一、第五工委委员，他积极准备
武装起义，由于错误判断革命形势导致武装
起义失败。先烈们之所以用“王敏路线”来代
表“左”的错误，是因为王敏是代表人物，“犯
这种错误的不只他一人，但正因如此，更应该
提出。”

当时，党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方针是“隐蔽
精干、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反对急
性和暴露”。周恩来专门提出用“三勤”（勤
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
法化）来贯彻落实。

当时川东党组织的领导认为这样的白区
工作方针“右”了。因此，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的时候，便偏离了这些方针，既过高估计了自
己的力量，又过低估计了敌人的力量，从而“发

生了与原来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
风”。主要表现是：盲目发展组织，让一些不够
党员资格的人进入党内，造成组织不纯；在下
川东盲目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全部失败，损
失惨重；在城里把《挺进报》从内部搞到公开，
暴露了组织，造成组织和队伍的极大破坏。

“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
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的好、坏，
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

《狱中意见》第六条提出了领导干部中
存在“经济、恋爱、私生活”问题。先烈们发
现，几个叛徒在经济、恋爱、私生活上都不干
净，有的问题还很严重。川东党组织也知道
这些问题，但并没有给予严格批评和教育，
酿成大祸。

《狱中意见》提出：“从所有叛徒、烈士中
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
个个人问题处理的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
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在工作
上，因为经常检讨、报告，犯了毛病，容易发
现，也有较多改正机会。而私生活，一般是不
大注意的，但是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
的反应了干部的优劣。”

罗广斌在《报告》中特别转述了许晓轩烈
士的“唯一意见”——“严格的进行整风、整
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
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这是
因为，先烈们已发现，在“消极隐蔽”之下，个
别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脱党腐化的倾向，因此
《狱中意见》第七条称之为“整风、整党”，就特
指没有将整风、整党坚持下去，走了过场，损
失惨重。

叛徒只占5%，但影响极坏，
破坏性极大

《狱中意见》第八条为“惩办特务”，共列
举了14个特务和5个叛徒（刘国定、冉益智、
李忠良、李文祥、骆安靖）。

罗广斌在《报告》中描绘了叛徒群像：
叛徒刘国定掌管地下党的一个药店，曾

经假公济私，要把钱拿去投资，名曰：增加收
入，实则去谋个人利益；

叛徒冉益智平时经常教育同志们被捕后
要不怕牺牲，要坚强不屈；但他被捕当天就叛

变了党组织。后来，他和刘国定两个人为了
邀功还展开了“叛变竞争”。

党史记载，冉益智当了少校，但是很不服
气，为了争功，便交出了他知道的党组织在万
县的关系。后来，升为中校。刘国定眼红，就
更彻底地交代了广安等地的组织。后来，升
为上校。

李文祥起初坚持住了刑罚的折磨，后来
为了保妻子出狱而叛变。

“当时在被捕的人员中，叛徒只占5%，但
其破坏性是毁灭性的。”周勇说。

血的教训发人深省，有着强烈
的现实针对性

周勇说，对于党史工作者，《狱中意见》
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也是一个我们很长时间不愿触碰的问题。
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用党的历史教
训警示人”。这不是要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
要记住“血的教训”。

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应该以足够强大
的自信力来面对这一历史难题。周勇说，“狱
中八条”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其一，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任何
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
中央的路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不能搞选择，更不能变形走样。否则，造成的
损失将是极为惨重、难以弥补的。

其二，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狱中同
志提出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
子的建设；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
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

“血的教训”。
其三，不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

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不
坚定，就会得精神“软骨病”。

周勇称，当年，考验共产党员的是生死
关、毒刑拷打关、敌人收买关，还有经济和私
生活关，叛徒们就是过不了这几关，出卖的是
党的组织和党员的人头。如今，考验共产党员
的是权力关、金钱关、名利关、美色关，腐败分
子过不了这几关，出卖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是
党的执政基础。这些不好好抓，“血的教训”还
有可能再现。所以，八条“血的教训”值得我们
每一位共产党员深入思考，永远记取。

“狱中八条”就是八条“血的教训”
——党史研究专家周勇解读历史背后的真相

▲《狱中意见》原文的复印件。 周勇 供图

◀4月21日，沙坪坝区红岩魂陈列馆，讲解员刘帅给参观者讲解“狱中八
条”诞生经过。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