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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讲述人：林勇，市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原常务副馆长。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抗战时
期这里成为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活动的重要场
所。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在特园三次拜
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留下一段共产党
领导人与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风雨同舟、
共商国是的佳话。特园还见证了中国民主同
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成立。

统战地标

建设高质量公租房保障民生之需

安居，才能乐业。
重庆是全国公租房建设中起步最

早、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立足重庆
的中冶建工先后承接了康庄美地、康
居西城、城西家园等公租房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高达300万平方米。这些
项目的背后，凝聚的是心血，书写的是
辉煌。

鼓足勇气攻坚克难

“21万平方米的高层建筑，必须
在2010年完成断水。”

“施工图纸还在陆续绘制中，暂时
无法提供完整图纸。”

“与街道、区、市各级政府和行政
主管部门必须抓紧时间协调完毕！确
保相关施工单位能按时进场！”

康庄美地建设工程伊始，横亘在
眼前的这些难题让人听了直摇头。但
是工期紧，那就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图纸不完整，那也要让现场的前期准
备工作做充分、做足。就这样，一次性
购进的10台挖掘机让现场一天一个
样，18000米的围挡，两个会议室、食
堂都在一周内建成，项目临设搭建完
毕，前期进度都在计划之中。

2010年 4月 30日，鉴于在前期
施工过程中的出色表现，甲方决定
将康庄美地公租房建筑面积共计
123万平方米全部交给中冶建工施
工建设，要求二、三、四期工程需和
一期工程一起在2011年交付甲方投
入使用。放眼现在，这依旧是干好
现场保市场的典范。然而意义大、
体量大、难度大、工期紧让所有人都
皱起了眉头，却又在心里攒着一股

气，攥紧拳头势必要拿下这个“烫手
山芋”。2011年 9月，康庄美地C区
项目10号楼顺利封顶，这也标志着
项目17栋高层建筑中，有15栋楼已
经全部封顶，为年底顺利完成交房
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铆足信心啃硬骨头

123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几乎
是中冶建工过去45年里房建体量的
总和。施工难度大、建设工期紧让所
有人都知道仅仅依靠一两家二级单位
肯定无法啃下这块“硬骨头”。工程政
治意义重大、社会责任重大、塑造企业
品牌形象重大更让公司上上下下不敢
怠慢。唯有众志成城，方能其利断金，
打赢这场“攻坚战”。

“举全公司之力”，这是当时的中
心思想。2010年5月20日，中冶建工
将分散在各个土建公司的装饰装修资
源进行重新整合，成立了装饰装修公
司，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延长并完善
公司的产业链，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
好地完成公租房的装饰装修任务。就
这样，继二公司、交通公司进场后，一
公司、四公司、安装公司、吊装公司、混
凝土公司等也先后进场，只为“这一
战”。

在项目建设的高峰时期，共有10
余家主力二级公司和子公司参与这场

“战役”，现场管理人员高达140人，农
民工则高达700余人。为平整地基，
公司一次性投入了10台挖掘机；为解
决地下积水量大等问题，公司投入
2000万元购买了两台旋挖机；为解决
混凝土供不应求等问题，公司又购买

了移动式混凝土搅拌机……

立足发展追求卓越

2011年7月29日，康庄美地一期
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总建筑面积
21.8万平方米，包含11栋住宅楼。

2012年2月10日，康庄美地二期
工程顺利交房，总建筑面积55.01万
平方米，包含21栋高层住宅、1所幼儿
园以及3个车库……

不止是康庄美地，康居西城、城西
家园、大渡口钓鱼嘴、跳磴幸福华庭、
两江新区上通五、和合家园等公租房
都印着中冶建工的足迹。抢抓工期、
排除万难、如期交付成为这些楼宇共
同的名词。在一批接一批的公租房建
设中，中冶建工始终秉承着用诚信、智
慧和追求雕塑时代的建筑精品的质量
方针，创造出了一批又一批不负人民、
不负社会的伟大工程，向甲方、向人
民、向社会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得
到了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随着大批公租房项目的竣工，中
冶建工也在这场时代浪潮中跻身公租
房建设领域，打出了漂亮仗，顺利实现
了自身的转型与发展。这背后扛起的
是央企责任，彰显的是企业形象。靠
着这些亮点工程，中冶建工也成功打
开了重庆的房建市场，公租房是中冶
建工转型的起点，但也绝不是终点，唯
有接过时代的接力棒，才能在新的浪
潮中继续砥砺前行，继续走好“赶考
路”。

潘锋 李超 图片由中冶建工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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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依特园康庄旧居遗址建立了
特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2011年3月，
扩建后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正式对外
开放。

扩建后陈列馆建筑面积1.2万余平方米，
内有四层展厅，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
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
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
无党派人士等历史陈列组成。展出历史图片
3000 余幅，文物史料 1000 余份，珍贵实物
1200余件。其中，有“镇馆之宝”——《参政员
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冯玉祥题写的“民主之
家”匾额、《范朴斋日记》手稿、胡厥文家属捐赠
的《无髯诗文手稿》等，还有鲜英的后代捐赠的
珍贵文物原件80多件。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有许多个第
一——它是全国统战系统唯一的国家一级
博物馆；它也是第一个以中国民主党派历史为
主题的陈列馆；它还是第一个“中国统一战线
传统教育基地”。

从2011年3月开馆以来，截至今年10月，
它接待观众530万人次，充分发挥了宣传、教
育、培训、研究综合功能作用。

“在这里，你能明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最
终能取得统战工作的胜利。”已经在陈列馆当
了12年讲解员的李超，对统战工作有着深刻理
解，“统战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凝聚人心，汇
聚力量。”

研究统战历史多年的林勇，则将中国民
主党派历史陈列馆称为“薪火相传的精神家
园”。

林勇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百年奋斗历
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
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
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
量。“以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指导，我们在研
究特园的历史定位时更加清晰、准确。抗日
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特园见证了中共
中央南方局开展统战工作的光辉历史，见证
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壮大的历史。因
此，如果说重庆是一座有着深厚底蕴的历史
文化名城，那么特园就是承载它光荣历史的
不可或缺的坐标点。”

“薪火相传的精神家园”

“我们先说一说特园的主人——鲜英。”在林
勇的介绍下，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展示在记
者面前。

鲜英，四川西充人，曾是张澜的学生，后任川
军要职，担任过重庆铜元局（即铸币厂）局长、南
充和绵阳地区行政专员等职，经历横跨军、政、商
三界。鲜英字特生，所居宅院故名“特园”。

1938年，周恩来向张澜表示，中共将在西
南地区开展活动，但缺乏一个据点。张澜回到
重庆后，便与鲜英商量此事。当时重庆虽设有
八路军办事处，但一般人不敢去，怕遭国民党迫
害。鲜英是四川有地位有名望的士绅，又是已
退休的军政人员，若在特园开展活动，较无安全
顾虑。

1938年底，周恩来、董必武等到重庆后，便面
晤鲜英表达希望借特园做联络活动场所之意。
鲜英回答：“特生久有报国之志，今天周先生、董
先生如此推心置腹，为共赴国难，我一是愿意，二
是不怕。”

正是这句“愿意，不怕”，让特园成为中共中
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开展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活动的重要场所和秘密基地。

当时的特园，几乎每天都是贵客盈门、胜友
如云的场景。到访的爱国人士有黄炎培、沈钧
儒、史良、李公朴、郭沫若、陶行知、柳亚子及国民
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张治中等。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
比较弱小，鲜英能这样做，很不简单。”在林勇看
来，鲜英作为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地方退休
军政人员，正是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为挽
救民族危亡而奋斗、献身的政党，才会全力以赴
支持中共的工作。

“特生一是愿意，二是不怕”
在特园旧址的入口处，矗立着一块汉白玉材质

的石碑。碑体为三块三角形石材，由小到大重叠。
分别刻有“民族、民权、民生”6个大字，以及孙中山
先生亲笔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

这块石碑，就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成立纪念
碑。

抗战相持阶段，不少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蒋介石
的反共、投降政策已有深刻认识，他们支持中共倡
导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却没有团结成为力
量，影响有限。

1943年2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谭
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打破禁忌，组织了民主同志
座谈会。

两年后的1945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
庆特园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宣告成立。

1949年，民革、民联、民促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
主人士举行了第二次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统一
成为一个组织，仍称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说起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我想讲一件特别
的文物。”在林勇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中国民主党派
历史陈列馆展厅，在一件名为“白绸巾密信”的展品
前驻足。

“这块白绸巾上面既没有人，也没有景，仅有6行
毛笔字。涉及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真如
（陈铭枢）、蕴兄（朱蕴山）、（何）香凝、（李）济深等人，都
是中国国民党的资深党员，民革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这其实是一封特殊的信，诞生于70多年前，由李济深
1947年在香港所写。”林勇介绍，抗战胜利后，以蒋介
石为首的统治集团不顾国内外反对，摩拳擦掌准备内
战，对反对内战的民主人士也采取极端措施加以镇
压。为了联系到民联的同志“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

切”，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了这封特殊的信，将它缝
在衣服里面，躲避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检查。

“这封颇具传奇色彩的信，成为当年国民党民
主派人士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甘冒生命危
险，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一起，毅然投身
革命洪流的历史见证。”林勇感慨。

除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特园还见证了民盟
的诞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十分紧
张，内战一触即发。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梁
漱溟、左舜生、张君劢等一些中间党派负责人，决定
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联合“三党三派”及其
他社会贤达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召开全
国代表大会，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进行改组，改名
为中国民主同盟。

民盟的成立，加强了中间党派之间的联系，加
强了民主力量的团结，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
时期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最可靠朋友。

“提起民盟，就不得不提到毛泽东三访特园会
晤民盟主席张澜的故事。”林勇说。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半，毛泽东、周恩来、
王若飞抵达重庆，开启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虽事务繁忙，却三访
特园拜访张澜，讨论时局，共商大计。”林勇说，特别
是毛泽东在特园曾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
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在那个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这句话让当时的
人们看到了希望。

1949年9月，民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
建工作。

两个民主党派在这里诞生

特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见证地

□本报记者 周尤

立冬不久，山城初晴。
美丽的渝中区中山四路，

静谧悠然。黄葛树参天，阳光
自树叶缝隙间洒落下来。这
条不到一公里的街道，串起众
多历史遗迹，一砖一瓦都是故
事。

嘉陵江畔的特园，便是其
中之一。

特园，原为著名爱国民主
人士鲜英的公馆。抗战时期，
这里成为中共及各民主党派
活动的重要场所，是中共中央
南方局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的历史见证地，也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探索、实践的历
史见证地。

“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
义同志联合会就在此成立。”
在市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原
常务副馆长林勇的带领下，
重庆日报记者走进特园，也
走入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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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图片均由记者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