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最亲爱的琬：

我被捕是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诞
生[日]晨九点钟。我曾经用我的力量
想消[销]毁文件，与警察殴斗，可恨我
是太书生气了，没有力量如我的期望，
反被他们殴伤了眼睛，并按在地下毒打
了一顿，以致未能将主要的文件消[销]
毁，不免稍有牵连，这是我这两日心中
最难过的地方。只希望同志们领取这
一经验，努力军事化，武装每个人的身
体。

我今日[被]审了一堂，我勇敢的说
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
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
多工人对我们很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
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一线曙
光，我们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
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

再，我的尸体，千万照我平常向你
说的，送给医院解剖，使我最后还能对
社会人类有一点贡献，如亲友们一定要
装殓费钱，你必须如我的志愿与嘱托，
坚决主张，千万千万，你必须这样，才算
了解我。

我在拘囚中与临死时，没有你的一
点纪念物，这是我心中很难过的一件
事。但是你的心是紧紧在我的心中的，
我最后一刹那的呼吸，是念着你的名
字，因为你是在这个宇宙中最爱我、最
了解我的一个。

别了，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
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
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
力工作的战斗员！

你的爱死时遗言
五月六日午后八时

——节选自刘愿庵《临行前给妻子

周敦琬的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特殊
时刻，这本《红岩家书》显得格外厚重。

红岩烈士和他们的故事，有关书籍、影视
作品已经出了不少，几乎已经家喻户晓。但
是，读了这本《红岩家书》，我仍然心潮澎湃，思
绪难平，感慨万千！

这本《红岩家书》，选取了车耀先、江竹筠、
罗世文等20位红岩烈士，在狱中、就义前写给
亲人、同志的信，留给亲人的话。身处死神随
时都可能降临的人间地狱，甚至就在慷慨就义
之前的一刻，烈士们的这些家书、话语，是从他
们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拳拳心声、切切真情，
为我们探寻烈士们的精神世界洞开了门户。
本书编著者对烈士生平的介绍，对家书的诠
释，又为我们观察烈士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放
大镜和显微镜。

人们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
的。”面对《红岩家书》，我在想：共产党人到底
特殊在哪里？

是躯体吗？不是！共产党人也是血肉之
躯，夹筷子，火红的烙铁加身，老虎凳上……一
样彻骨剜心的痛。同样珍惜生命、留恋人生、
眷念亲人。江姐说：“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
心。”刘振美在给妻子的信中道：“我此生遭受
到这种意外，本来不想活了，但想到有了您，还
有年高的母亲，方咬紧牙关忍受着痛苦的噬食
而保留下这生命。”……

是没有情、没有爱吗？不是！
烈士们对父母、亲人、同志有大海般的深

情。许晓轩在给胞兄的信中说：“想到母亲，我
也很觉有罪……现在我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母
亲了……今后还请你继续替我多尽一些责
任。”何功伟在狱中给父亲的信中道：“儿不肖，
连年远游，既未能承欢膝下，复不克分持家
计。只冀抗战胜利，返里有期，河山还我之日，
即天伦叙乐之时”“儿七岁失恃，大人抚之养
之，教之育之，一身兼尽严父与慈母之责。恩
山德海，未报万一”……

烈士们对妻子、丈夫有甜蜜、炽热的爱。
张学云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前后一共收到
您四封信，它们给予我太多的安慰，和无尽
的快感的回味，尤其是昨天收到的第四号（挂
号的）信，更使我联想着过去的一切蜜蜜的生
活……”王朴在狱中带给妻子的信中道：“莫要
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
我的幸福。”……

那么，共产党人特殊在何处呢？烈士们告
诉我们，共产党人特殊在对人类解放事业、共
产主义坚定不移的信仰、向往，及由此产生的

钢铁般的意志、浩然正气。
罗世文临刑前给党留言：“决面对一切困

难，高扬我们的旗帜！”黄显声将军对儿子说：
“为团体、为国家、为义气而坐牢，问心无愧，将
来生死存亡在所不计。”张学云跟妻子说：“我
觉得‘理想’是人生最有价值、最富于吸引力的
东西，‘理想’是我们生活的原动力。什么东西
能使我们作苦斗的挣扎？什么东西能使我们
极富于韧性的拼命？什么东西能使我们快活
地毫不灰心地生活在不能算是人的生活深渊
中？我说就是‘理想’。”

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信仰、理想，使他
们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在国民党监狱渣滓
洞和白公馆看守所，面对五花八门的“特
种”刑具，受尽骇人听闻的肉体折磨，流血
不流泪，折骨不低头。不仅是肉体上的折
磨，特务还对烈士们进行惨无人道的精神
上的摧残。特务用儿子对江姐威逼利诱，
江姐“失声痛哭”，她爱儿子、思念儿子、不
愿意让已经失去父亲的儿子再失去母爱；

但是，她用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情感，坚守
了共产党人的节操。烈士们的钢铁意志，
惊天地、泣鬼神！

坚定不移的信仰、理想，使烈士们充满浩
然正气。“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
把这牢底坐穿！”（何敬平烈士诗）“对着死亡我
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陈然烈
士诗）。“按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
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
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烈士们的浩然
正气，若长虹经天纬地，气壮山河！

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及由此而产
生的钢铁般的意志、浩然正气，这就是共产党
人的特殊之处。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
甘洒热血写春秋，已经成为红色基因融入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血液。

烈士们在家书、留言中，殷切地希望他
们的兄弟、姐妹、儿女、同志——后来人，永
远跟党走，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掩卷想
想，作为烈士们的后来人，我们做得怎样，有

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今天，我们与烈士们
的处境不同了；但对信仰的坚守有同样的意
义。我们的党已经是执政党，又处于和平时
期，我们不会面对敌人的酷刑、刺刀、枪口，
没有时刻可能牺牲的危险。但是，我们面临
着权力、金钱、美色、奢侈生活……的诱惑。
在这些诱惑面前，我们共产党员、特别是党
员领导干部，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否坚定，
不仅关系着我们个人的政治生命，也关系着
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我想，当这些诱
惑降临我们面前的时候，不妨翻翻这本《红
岩家书》。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党史，我
很拥护。不了解党的历史，怎么知道、不忘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不懂得党的历史，怎么明
白、牢记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

学习党史，我认为阅读《红岩家书》是重要
的一课。

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高明光
2021年4月25日

□本报记者 黄琪奥

“别了，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
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
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1930年5
月6日，重庆城内的一所监狱内，一名青年男子
用笔在纸上写下这段文字后，把笔放到一边，陷
入了沉思。

两日之后，这名男子被带到重庆巴县衙门前
的院坝内。一阵枪声，这名男子应声倒地……之
后不久，他在6日写下的这封书信被转给了一名
女子。女子读到信上的内容，顿时泪流满面。

“英勇就义的男子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委
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信的收件人是他的妻
子周敦琬。”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
任黎余介绍，这封信是刘愿庵写给妻子周敦琬的
诀别书。

那么，刘愿庵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这封书
信之中，又表达出他怎样的想法？近日，重庆日
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曾参与泸顺起义

“刘愿庵走上革命道路，离不开恽代英的影
响。”黎余介绍，刘愿庵生于1895年，原名孝友，
字坚予，陕西咸阳天阁村（今属咸阳市秦都区）
人。

1923年，刘愿庵前往成都任西南公学国文
教员，认识了恽代英。“这是刘愿庵人生的转折
点，正是在恽代英的指引下，他开始信仰马克思
主义，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黎余说，1925年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刘愿庵被推举为“叙州五
卅惨案后援会”负责人之一，领导群众开展反帝
爱国斗争。不久之后，刘愿庵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成都特别支部书记。

“在那段时间，刘愿庵积极在川军内开展革
命工作。”黎余说，1926年冬，他前往川军陈书农
部任师政治部中校宣传科长，积极配合刘伯承等
领导的泸(州)顺(庆)起义。1928年3月，傅烈、周
贡植等人被捕后，刘愿庵暂代中共四川省委书
记，并于1928年4月离川赴沪向党中央汇报工
作，然后到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当年10月返
回重庆后，刘愿庵先是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书
记，后又当选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领导四川革
命工作，并组织发动和领导了几次武装起义，其
中最有影响的是1929年4月的万源固军坝起义
和6月的遂（宁）蓬（溪）起义。

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在刘愿庵写给妻子周敦琬的诀别信里，他除
了回顾与周敦琬的爱情生活外，还追记了自己被
捕那天的情况。

刘愿庵写道：“我被捕是在革命导师马克思
的诞生[日]晨九点钟。我曾经用我的力量想消
[销]毁文件……可恨我是太书生气了，没有力量
如我的期望，反被他们殴伤了眼睛，并按在地下
毒打了一顿，以致未能将主要的文件消[销]毁，
不免稍有牵连，这是我这两日心中最难过的地
方。”他担心因此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表现出深
深的自责。

“和穆青等人一样，刘愿庵也是因为叛徒出

卖，而不幸被捕。”黎余说。
“当时四川省委在重庆面临的困难很多。”重

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虽然刘愿庵来
到重庆后，为恢复和整顿中共在四川的各级地方
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但在1930年3月下旬到5
月中旬50天左右的时间里，穆青、李鸣珂等省委
主要领导被捕牺牲，让整个重庆的斗争形势更加
严峻。

“面对这样的形势，刘愿庵并没有轻易退
缩。”黎余说，他一方面积极领导革命群众，与当
时的四川军阀刘湘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
面则决定在当年5月5日，在中共四川省委的秘
密据点——浩池街39号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召开
省委常委会议，商讨有关工作。

但让刘愿庵没想到的是，此时他已经被叛徒
出卖。时任省委秘书处交通科主任兼会计科主
任陈茂华，此前因执行营救李鸣珂任务时拖延误
事，致使营救计划失败，受到刘愿庵严厉批评，心
怀不满。为报复，陈茂华向警察所送交了告密字
条。

5月5日，正当刘愿庵与四川省委其他同志
商量相关事宜时，大批警察突然破门而入，他不
幸被捕。

用生命践行革命信仰

在这封给妻子的遗书中，刘愿庵还写下了
“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很表同情，毕竟无产阶
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一线曙光，我
们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
很快乐的”等话语，展现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
忠心。

“事实上，刘愿庵可谓用生命践行了革命信
仰。”黎余说，由于之前刘愿庵在川军工作时，曾
为刘湘起草过加入国民革命军的就职宣言，故当
刘愿庵被捕后，刘湘大喜过望，除了许以高官厚
禄外，还亲自前往监牢游说，希望刘愿庵能脱离
共产党。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刘愿庵都坚决拒
绝。”黎余说，即使刘湘派刘愿庵的旧友，以及在
刘湘部任职的亲属等前来劝降，刘愿庵依然不为
所动。

“面对敌人的利诱，刘愿庵坚定地回答，我信
仰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仔细研
究，和长期考虑的，是为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这是我的人生观。至于生死之事，我早已置之度
外，绝没有什么退出共产党可言。”黎余说，5月6
日，刘湘甚至还组织了所谓的“军事法庭”对刘愿
庵进行“审判”。“在那场审判中，刘愿庵反将一
军，把法庭变成了宣传中共主张和共产主义真理
的讲堂。在场法官十分尴尬，只得草草宣布闭
庭。”黎余说。

庭审结束后，刘愿庵预知最后的时刻即将来
临，于是修书两封，一封留给了表姐夫周竹虚，对
自己的后事进行了交代；另一封则留给了妻子周
敦琬，倾诉自己对她的想念之情，体现了为无产
阶级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

“写完这两封遗书后，刘愿庵就在等待最后
时刻的到来。”黎余说，5月8日，当法警打开狱
门，刘愿庵和他的战友一起，高呼“中国共产党万
岁”，走向刑场，英勇就义，时年35岁。

□本报记者 黄琪奥

近日，由本土知名作家李乔亚创作的革
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磐石》在重庆出版集
团举行了首发式。

作为李乔亚继《铁血七曜》《最后的58
天》后的又一部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磐
石》以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为人物主
线，再现了彭咏梧等革命先烈，以及谭佑铭
等革命先辈为新中国抛洒热血、英勇奋斗的
壮丽人生，突出展现了川东地区武装斗争的
历史意义，生动还原了云阳工农武装暴动等
历史场景。该书是重庆市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项目
之一。

那么，李乔亚为何要创作《磐石》？创作
《磐石》的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故事？相较
于《铁血七曜》等作品，《磐石》又有怎样的特
点？6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对他进行了
专访。

创作《磐石》完成了我心中的梦想

重庆日报：请问您创作《磐石》的初衷是
什么？

李乔亚：创作《磐石》，也算帮我完成了
一个梦想。作为一名云阳人，我从小就是听
着赵唯、彭咏梧等人的故事长大的。在我很
小的时候，就希望能创作一部与他们有关的
小说。我在创作《铁血七曜》的时候，就有意
识在收集赵唯、彭咏梧等人的史料。去年年
初，当有关方面找到我，希望我创作一本与
赵唯、彭咏梧等人有关的小说时，我一口答
应，并很快投入到创作之中。

重庆日报：在整部小说创作过程中，您
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李乔亚：创作过程中，我被彭咏梧、赵唯
等人的事迹深深震撼了。我除了走访彭咏
梧、赵唯等人的故居，以及他们曾经工作过
的地方外，还前往红岩革命纪念馆、重庆图
书馆等地查阅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当我掌

握的资料越多，对赵唯、彭咏梧的敬意就越
深。

我发现，赵唯、彭咏梧等在川东地区武
装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革命者大多家庭
条件较好。如果不从事革命事业，他们可能
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但为了拯救更
多百姓，他们毅然投身革命道路，纵使知道
前路困难重重，但依然为了革命理想奋勇向
前。这样的精神，无疑值得我们学习。

创作革命历史题材需大胆创新

重庆日报：不少人认为，这本《磐石》是
您之前创作的《铁血七曜》的“姐妹篇”，对
此，您如何看待？

李乔亚：我认为这两本小说虽然有些地
方比较类似，但又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这
两本小说都是以川东地区的革命斗争为题
材。不同的是，《铁血七曜》截取的是解放战
争末期的时间片段和川东游击纵队在七曜
山区的局部战斗。《磐石》可以说是全方位再
现了整个川东游击纵队艰苦卓绝的战斗场
景，该书跨越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3个时期，以全景式的叙事方式，反
映整个川东游击纵队艰苦卓绝的战斗场景，
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川东地区波澜
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

重庆日报：从最初的《铁血七曜》到现在
的《磐石》，您已经先后创作了3部革命历史题
材小说。对于创作这类小说，您有什么感悟？

李乔亚：在我看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是历史的文学书写。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
主体素材是历史，但又并非历史读本。革命
历史题材小说，革命二字是定语，这就要求
这些小说除了要反映革命历史之外，还需把

“革命”两字融入作家的创作自觉中，让作品
成为弘扬红色文化的载体。

具体而言，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除了
要保证史料的权威性，做到大事不虚、小事
不拘外，还需大胆打破旧有思维模式的桎
梏，大胆想象和创新，恰当地运用当代艺术
表现手段，为作品注入当下时代精神，符合
当下的审美。

他们是英雄也是普通人

重庆日报：《磐石》中不仅有惊心动魄的
战斗画面，也有不少温馨的生活细节。您在
创作时是如何考虑的？

李乔亚：选择加入这些生活细节，主要
是为了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在我看来，这
些英雄人物也是普通人，他们也有着自己的
喜怒哀乐，所以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我
除了运用大量的细节描写，展现彭咏梧等人
对革命事业坚贞不屈外，还有意识地加入了
大量他们与家人、朋友相处的细节，拉近这
些革命者与读者的距离。

毕竟，英雄高大、令人敬仰的一面值得
关注，但他们普通的一面同样值得关注。正
因为这样，他们为了国家舍身忘我的精神更
加令人钦佩。

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磐石》作者李乔亚：

当我掌握的资料越多
对他们的敬意就越深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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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洒 热 血 写 春 秋
——《红岩家书》序

刘愿庵：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1949 年 8 月，江竹筠狱中给谭
竹安的信。

车耀先《先说几句》影印
件。

胡其芬《最后的报告》影印件。蓝蒂裕遗诗《示儿》
书法作品。

罗世文临刑前给党组
织的遗信的影印件。

1【《【《红岩家书红岩家书》》选登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