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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心勇（右一）与蒋道富在查看橙子树。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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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瑜

如何保护和发挥潼南革命文物
的独特作用？日前，记者采访了潼南
区杨尚昆故里管理处副主任付文杰。

据统计，潼南区现有已登记革命
旧址、遗址 8 处，市文物保护单位 7
处，有馆藏文物83件（套）、藏品39件
（套）。

“在保护这些革命文物和传承红
色文物文化上，我们突出了‘三力’。”
付文杰说，潼南先后完成了杨闇公旧
居维修布展工程、周边环境整治工
程、消防安防工程、源泰和大院修缮
工程，以及永绥祠保护性维修工程。
同时，实施了杨闇公同志生平事迹展
览改陈提质工程、民主革命时期潼南
党史陈列及家风馆布展工程，布置双
江杨氏家族世系脉络图牌匾，丰富和
完善展陈内容，此外，潼南还划定、公
布了革命文物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
制地带，加强文物保护，提高教育基

地“服务力”。
“二是围绕挖掘人文精髓，扩大

优秀文化的‘传播力’。”付文杰说，首
先是撰写红色故事，组织编写《红色
大院邮政局》《红色祭文》《弥足珍贵
的杨闇公日记》《民主生活会传佳话》
等红色故事；其次，出版教学作品，创
作出版了大型纪实文学《杨氏家国
梦》和《《杨闇公文选》等书籍；同时创
作影视作品，拍摄了“对照先辈·学思
践悟”党性党风党纪宣传教育纪录
片，开设《弘扬闇公精神，坚定理想信
念》《闇公精神的时代价值》等精品课
程，征集党史音像资料和杨闇公烈士
遗照底片等文物400余件。

此外，潼南还组建了“我是故里
小讲解”志愿服务队，先后组织开展

“弘扬闇公精神，培育时代新人”“弘
扬革命精神，传承优良家风”“弘扬闇
公精神，助力脱贫攻坚”等主题鲜明
的巡讲活动，凝聚爱国主义“向心
力”。

突出“三力”发挥革命文物的独特作用

本报讯 （记者 彭瑜）5月16
日，潼南区首个少先队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授牌仪式，在杨闇公杨尚昆
故里景区的杨闇公同志旧居家风
馆举行。据了解，潼南区首批共确
定了23个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
地。

和授牌仪式一起进行的，还有潼
南区“红领巾红色故里讲解员”训练
营开班仪式。训练营活动安排优秀

讲解员，给参加训练营的少先队员们
上课，帮助他们学有所获，传承红色
基因，争做时代新人，将杨闇公烈士
和杨尚昆同志的革命故事讲给更多
人听。

下一步，杨闇公杨尚昆故里景区
还将通过“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红色
故事的方式，引导青少年学好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红领巾”讲红色故事
潼南首个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授牌

仪式在杨闇公同志旧居举行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市政府
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切
实加强安全风险管控，消隐患、防事故，确
保百日安全生产行动干起来、落下去、见
实效，我市上下按照十条措施办法，组织

“十百千”(针对10个重点行业领域、组织
100名安全生产专家、服务帮助1000家
以上企业）安全专家服务团，深入企业和
一线扎实推进“百日行动”，为建党100周
年营造良好的安全稳定环境。

高新区
上下联动推进百日行动

高新区指导企业严格落实“日周月”
隐患排查制度，紧盯企业主要负责人，督
促企业落实排查责任；明确责任分工，对
梳理出的66家重点企业，明确包片领导、
专项执法人员，实施实名制监管；严格监
管执法，按计划对66家重点企业实施全
覆盖检查，坚持“依法从重”，对具备法定
或者酌定从重情节的违法行为，一律上限
从重处罚；区建设局加强监督检查，组织
4个监督组联合专家开展专项检查，检查
工程项目22个，发现整改安全隐患59
条；区城市建设事务中心对在建设项目、
重点运输企业开展专项检查，共督导检查
企业（项目）17个（处），发现并整改问题
隐患13项；强化监管执法，全区范围内开
展道路货运行业专项执法；强化督查警
示，约谈违章告警严重的车属货运企业4
次，通报4批次单车违章告警排名前50
的货运企业，共39家企业，涉及车辆150
辆次。

璧山
组建综合督查组督查百日行动

璧山区专门组建了综合督查组督查
全区百日行动，督查组重点督查企业、部
门、镇街三个层面负责人，就开展“日周
月”等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督查责任
是否到人，是否做到明确责任人头、明晰
尽职标准、明文公示上榜，对重大隐患是
否明确行政区负责人、行业监管部门负责
人、企业单位责任人“三个责任人”；督查
企业是否落实“日周月”隐患排查，是否开
展班组日排查、车间部门周排查、厂长经
理月排查；督查镇街和行业监管部门是否
做到“日周月”监管执法，科室每日检查执
法、分管负责人每周带队检查执法、主要
负责人每月示范检查执法；督查区政府分
管领导履行“一岗双责”；督查各级各部门
是否对生产安全事故和重大危险源、重大
安全隐患、突出违法行为，实行“一案双
查”“三责同追”“行刑结合”，依法从重处
罚；对督查后的情况督查组实行月度排
名、警示曝光、末位发言。

大足
精准推进百日行动

大足区上下坚持问题导向，始终抓住
重点难点，精准推进百日行动。

各镇街和各行业领域聚焦重大风险、
重大隐患和突出违法行为“两重大一突
出”，做到突出重点、解决难点；道路交通
重点整治货车超速超载和疲劳驾驶，临水
临崖、高陡边坡等高危路段防护措施缺

失，农村地区非法营运和三轮车等问题；
危险化学品重点整治设备工艺落后、动火
和检维修管理不严格、运输混乱失管失
控、废料处置不规范以及园区规划不合
理、项目准入把关不严等问题；建设施工
着力解决盲目压低造价导致偷工减料、层
层转包导致管理失控以及建设单位首要
责任、施工单位主体责任和监理单位监理
责任不落实的问题；非煤矿山严防地下矿
山有毒有害气体、冒顶片帮，露天矿山管
理粗放等风险；工贸盯紧涉粉尘涉爆、高
温熔融、冶金煤气、涉氨制冷高危企业，严
厉打击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超负荷生
产等行为；消防突出高层建筑、大型商业
综合体、城乡结合部、“三合一”场所等薄
弱环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深入开展
重点镇街1:50000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和
重点区域1:10000精细化调查，加强了
既有和新生地质灾害点风险排查，以及重
要时段和特殊气候的森林火灾隐患排查。

铜梁
“三个公示牌”制度推进百日行动

铜梁区在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
13大行业领域，聚焦“两重大一突出”重
点难点问题，全面推行“三个公示牌”制
度，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百日行动
为。

设置安全责任公示牌，各企业在大
门、车间等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责任公示
牌，包含“三个责任人”和行业领域监督举
报电话；设置重大风险管控公示牌，企业
单位内部存在重大风险点（源）的，必须设

置重大风险管控公示牌，内容包含风险点
名称（区域）、类别、主要危险因素、可能导
致的事故灾害、防范及应急措施、企业单
位内部“三个层级负责人”、管控要求等要
素；设置重大隐患整改公示牌，企业内部
存在重大隐患的，整改期间对重大隐患整
改实施挂牌公示，公示内容包含企业内部

“三个层级负责人”、整改要求、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等要素，重大隐患整改完毕并经
验收合格方可摘牌。

云阳
深入开展百日行动

云阳县多措并举深入开展百日安全
生产行动。全区围绕风险隐患开展大排
查，把务实开展常态化、规范化风险隐患
排查，作为事故防控和灾害防治工作的
根本前提，切实解决“想不到、看不到”的
问题；科学制定排查清单，指导企业严格
落实班组日排查、部门周排查、厂长月排
查的“日周月”隐患排查制度；紧盯问题
隐患开展大整治，对排查出的问题隐患，
制定行之有效的整治办法，做到问题不
解决不放松、隐患不消除不放手，如县交
巡警大队以聚焦事故多发路段、货运重
点车辆和严重违法多发行为为抓手，在
全县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货车重点违
法专项整治行动，效果突出；扭住突出违
法行为开展大执法，县安委办牵头，组织
县农业执法支队、县交通执法支队、县公
安交巡警大队执法人员，组建4个执法
工作组，开展货车超限超载联合整治，实
行重大隐患挂牌整治、溯源处罚，严格落

实“一超四罚”措施，对典型事故灾害案
例实施挂牌督办。

奉节
围绕重点开展百日行动

奉节县多措施围绕重点，深入开展百
日安全生产行动。

针对十大领域37个重点难点问题，
奉节县坚决落实十条措施，要求企业严格
落实“日周月”隐患排查、部门严格开展监
督执法检查。县安委办以综合督查、难点
问题现场办公、暗访暗查等方式，跟踪督
促百日行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针对属
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地质条件复杂，地灾
隐患点多，全县有隐患点1554处，防治难
度较大，奉节组织发动广大农村村民做好
群测群防工作，对自己居住的周边进行日
常检查、排查，发现隐患及时报告。相关
部门派出专业技术队员分乡镇进行排查，
对重点区域进行重点防治，实施地灾防治

“金土工程”搬迁避让全面压实防汛抗旱
责任。落实“行政首长责任制”，签订防汛
抗旱安全责任书，明确了全县53座水库、
12处重点集镇等重点水利工程防汛抗旱
行政责任人、直接责任人和技术责任人，
并进行了公示。

苏崇生 马伟 李瑜 胡彦春
向平 周文祥 吴小清

全面落实十条措施办法 扎实有效推进“百日行动”

聚焦聚焦““两重大一突出两重大一突出””
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百日行动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百日行动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安全生产举报投诉：：1235012350

革命文物寻初心 红色基因永传承④

双江那棵橙子树
——杨闇公同志旧居“兄弟树”的故事

□本报记者 彭瑜

“双江那棵橙子树，尚昆亲手
栽！叶为家乡绿，花为家乡开……”
在潼南区，歌曲《双江那棵橙子树》可
谓家喻户晓。歌词中的橙子树位于
潼南区双江镇杨闇公同志旧居邮政
局大院。

“这不是一棵普通的橙子树。”杨
闇公同志旧居管理所副所长徐心勇
称，这棵橙子树是原国家主席杨尚昆
幼时，与四哥杨闇公亲手栽种，是一
级保护树。“100多年了，每年依然花
满枝头，硕果累累。”

5月13日，徐心勇向重庆日报记
者讲述起这棵橙子树的故事——

杨家兄弟庭院栽下“兄弟树”

杨闇公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
驱、四川早期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和
卓越领导人，是杨尚昆的四哥。兄弟
二人都成长于邮政局大院，从小一起
读私塾。

1912年，14岁的杨闇公萌生走
出双江的想法，要“进新学、增知识、
广见闻”。1913年，在父亲杨淮清的
支持下，杨闇公外出求学。出发前，
他带着五弟杨尚昆在庭院内一起种
下了一棵橙子树，相约见树如见人，
希望大家像橙子树一样茁壮成长，将
来硕果累累。

此后不久，杨尚昆也离开双江前
往重庆、成都等地求学，然后开始漫
长的革命生涯。

直到1987年，杨尚昆才回到家
乡潼南。在老家的庭院里，杨尚昆望
着这株枝繁叶茂、树冠如盖、正绽放
花蕾的橙子树，高兴地说：“这是当时
从外地引进的优质品种，很好吃。”可
惜这次回乡在春季，他未能品尝到他
亲手栽种的橙子。

此后，杨尚昆每次回家，都要看
看这棵橙子树。1993年10月，刚从
国家主席职位上卸任的杨尚昆再次
回到双江老家，终于尝到了这棵树上
结出的香橙。

1997年，90岁高龄的杨尚昆再
次回到双江，抚摸着这棵橙子树，无
限感概，“这棵树的历史也不短了
啊。”当时，这棵橙子树已种下 84
年。

后来，当地群众把这株凝聚杨家
兄弟情谊的橙子树称作“兄弟树”。

与橙子树一起成长

就像这棵橙子树在风雨中成长
一样，杨闇公也历经了革命的腥风血
雨——

杨闇公的大哥、二哥曾留学日
本，参加同盟会。受家庭影响，杨闇
公也于1913年至1920年，赴南京学
习，之后又东渡日本。在日期间，他
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回国后，杨闇公开始从事革命工
作，并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
前身之一)校长吴玉章相识，他曾言：

“我是旧社会的叛徒，是新社会的催
生者。”1924年1月12日，吴玉章、杨
闇公等在成都创办了中国青年共产
党(简称“中国YC团”)，中国YC团的
历史使命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25年，吴玉章、杨闇公加入中国共
产党。杨闇公还给儿女取名为“赤
化”和“共产”，希望“赤化全中国，共
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

1926年2月，经党中央批准，杨
闇公牵头成立全川革命的领导核心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下
简称“重庆地执委”)，他当选为书记。
同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介绍，刘
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对杨
闇公和战友们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
高度评价：“川省现是最好工作之地，
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
有为别省所不及者。”

1926年12月初，杨闇公、朱德、刘
伯承、吴玉章等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泸

顺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及四
川地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先河。

1927年3月，英帝国主义制造了
南京惨案，重庆地执委在打枪坝组织
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群众大会。反
动军阀刘湘与蒋介石勾结起来，向重
庆人民大开杀戒，制造了骇人听闻的

“三三一”惨案。杨闇公在惨案中脱
险以后，于4月4日乘船前往武汉向
党中央汇报。因叛徒告密，他不幸被
捕。

“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这
是杨闇公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写
照。1927年4月6日，杨闇公被反动
军阀割舌、断手、剜目后，身中三弹，
壮烈牺牲。牺牲前，他对敌人说，“我
的头可断，志不可夺!”

杨闇公牺牲了，其四弟杨尚昆和
同志们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最终迎来
胜利。

“腥风血雨中，杨家兄弟始终坚
定地开展革命斗争。就像他们当年
亲手种下的这棵橙子树，无论风雨飘
摇，始终顽强地成长着。”橙子树下，
杨闇公同志旧居管理所副所长徐心
勇告诉记者，现在，杨闇公同志旧居
已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前
往参观的社会各界人士经常在这棵
橙子树下，缅怀先烈。

转业军人守护橙子树

在杨闇公同志旧居，记者看到这
棵一个世纪前栽种的“兄弟树”，已有
近10米高，树冠直径达10余米，枝繁

叶茂，一颗颗橙子挂满了枝头。树
上，还挂着一块2009年由重庆市人
民政府颁发的牌子，上面写着“一级
保护树，编号115号”。

徐心勇也是土生土长的双江镇
人。2000年，他退伍转业主动申请
到杨闇公同志旧居上班，负责管护

“兄弟树”。徐心勇坦言，当初管得比
较粗放，但2004年一件事情改变了
他对管护橙子树的认识。

当年，一位游客来杨闇公同志旧
居参观，把橙子树上长的红蜘蛛图片
发到网上。很快，各方信息反馈到了
当地政府和杨闇公同志旧居管理
所。这件事之后，大家认识到，“兄弟
树”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它不是一
棵普通的橙子树，必须呵护好、管理
好这一红色革命资源。

在果技专家蒋道富的指导下，徐
心勇学习橙子树管护知识——红蜘
蛛虫害发生的季节有规律、夏天叶片
打卷了该采取什么措施。慢慢地，他
摸出一些管护橙子树的门道来。

施肥方面，他一改过去肥料撒施
的方式，采取穴施。每次施肥，他都
要带领职工把树冠下的石板全部撬
开，沿着树冠四周挖5个长2米、宽
0.6米、深1米多的坑，倒进去发酵一
个多月的农家肥和油饼，再用土覆
盖，最后盖上石板。

徐心勇介绍，每年有两次施肥，
一次是橙子花开时下鲜花肥，保证开
花结果营养供给；第二次是摘果和修
枝后下追肥，保证橙子树来年长势，

“每隔5年，我们还要给橙子树换上腐
殖土，防止泥土板结。”

因为精心管理，这些年，“兄弟
树”养分充足，长势良好。尽管树龄
已有上百年，但每年挂果都在600个
以上，2016年达到876个，把枝条都
压弯了。

如今，“兄弟树”上的橙子依然香
甜甘醇，令人回味无穷。这21年来，
徐心勇就像站岗的士兵，精心守护，
让这棵橙子树一直生机勃勃。

杨闇公同志雕像。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