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速读速读◎ 天下 SUDUTIANXIA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栗战书主持并讲话

●栗战书主持召开生物安全法立法座谈会强调
用法律划定生物技术发展边界
保障和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

●胡春华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58周年纪念招待会
●郭声琨在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
中央政法机关党的建设要走在前作表率
切实做到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
质量的意见》单行本出版

●全国首条高高原短途运输双向环飞航线在青海省海西州
通航运营

●商务部：中方不会打压歧视外资企业 将坚决保护外企合法权益
●我国2018年资助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近1亿人次
●快递包装治理每年可减少一次性塑料编织袋超2亿条
●香港同胞庆祝国庆筹委会成立 两场演出欢度国庆
●守大堤、防山洪内涝 湘赣黔备战持续性强降雨
●中欧圆桌会议第十七次会议在上海举办
●全国妇联举行成立70周年纪念座谈会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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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琴 周闻韬

70年前，11月27日，阴雨霏霏。
重庆渣滓洞监狱，24岁的孙重从

二楼被转押到一楼牢房；不远处的白公
馆监狱内，25岁的郭德贤换上了入狱前
穿着的旗袍，静静地坐在地板上……

此刻，解放军的炮声已隔江可闻，
新中国的曙光即将洒向这里。然而，枪
声、喊声，火光、血流，渣滓洞、白公馆变
成人间地狱，300多名被关押在此的革
命志士倒在了黎明之前。

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周从化烈士生
前“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的誓言。

在血与火中，仅35人幸运脱险。
流年似水，脱险志士们陆续离世，

孙重和郭德贤是目前在世的两位幸存
者。70年来，脱险志士们始终不忘初
心，理想与信念依然熠熠发光，并用一
生不断感染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白色恐怖中，他们毅然跟共产党走
国之大家还是个人小家？生还是死？
这是那个时代革命志士面对的一

道必选题，也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父
母生养、幼儿绕膝，没有人不眷恋现世
安稳，不渴望家庭幸福，但选择了革命
道路，就必然要面对无数艰难抉择甚至
牺牲。

救亡图存，波涛汹涌，大批进步青
年踏上革命道路。

出生于浙江定海的孙重，为谋生辗
转来到重庆，进入一家兵工厂当上技术
工人。他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工人
运动。为了革命，他将父母和弟弟送到
武汉，并暗下决心“革命不成功不成
家”。1947年 9月，他秘密加入中国共
产党。

受到上海回乡武装起义的哥哥以
及表叔等革命者的影响，12岁的郭德贤
心中扎下了革命萌芽，她的家成了秘密
联络点。在重庆云阳简易女子师范学
校读书时，她参加进步团体“自治会”，
组织同学们上街义演，为抗战前线募
捐。1939年 8月，年仅15岁的郭德贤
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工厂里，孙重带头发起了一次次
工人运动。1948年4月，他被捕并关押
于渣滓洞监狱。1949年1月，由于地下
党组织遭到叛徒出卖，为通知同志们安
全撤离和销毁文件资料，郭德贤放弃逃
走的机会，和一双年幼的儿女被捕关押
在白公馆监狱。

渣滓洞牢房墙上，一张张照片映衬
出一张张年轻的面容：黄楠材牺牲时
44岁，江竹筠29岁，马秀英26岁，罗娟
华24岁，黄玉清23岁，胡芳玉23岁，荣
增明23岁……

血雨腥风中，他们信仰不灭
青山苍翠，渣滓洞、白公馆掩映其

中，游人散去后显得格外静谧。然而，
70年前，大批革命志士们却在这“人间
炼狱”时刻进行着激烈斗争。

铁窗之内，残酷的斗争不断上演，
但革命的初心始终激荡。

1949年春节。岁寒，重庆浓雾弥
漫。

新入狱的战友带来淮海战役取得
决定性胜利的捷报，黑牢里的志士骤然
兴奋起来。

志士们在狱中庆祝胜利，唱《国际
歌》、扭秧歌、贴春联、叠罗汉……唱得
酣畅、跳得兴奋，心中满是对曙光带来
的憧憬。

郭德贤告诉记者，《红岩》小说中广
为人知的“绣红旗”其实发生在白公馆，
绣的人是罗广斌等几位被关在二室的
男同志，原料是一床棉被。

“放风时得知新中国国旗是五星红
旗，我们也想做一面红旗。可不知道五
星红旗是什么样，就做成大五角星在中
间，四个小五角星在四角。”郭德贤说，
狱友们把被子上的红色被面拆下来，又
找来黄色的纸，撕成五角星形状贴在上
面，一面寄托着希望和力量的五星红旗
就此诞生。

红旗做好后，牢房里沸腾了，从罗
广斌的牢房楼板底下，悄悄传遍白公馆
所有的狱友们。大家互相加油打气，还
为此写了一首歌偷偷传唱：

我们也有了一面红旗，
等到重庆解放的时候，
打着我们的五星红旗，去迎接我们

的党！
……
70 年前的 11 月 27 日深夜，歌乐

山，黑暗如磐。
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一个多月，

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志士们满怀希望
等待黎明的曙光到来。然而，国民党反
动派开始了灭亡的疯狂大屠杀。300
多名革命者的鲜血流成了河，熊熊火光
映亮了天空。

孙重在密集的枪声中醒来，他看到
“猫头鹰”徐林贵指挥射击手把机关枪
枪口伸进门洞疯狂扫射。一时间，战友

们纷纷倒下，坐着的头部中弹，站着的
胸部中弹，高呼革命胜利的口号声与枪
声混成一片，土墙弹孔斑驳，烟尘四起。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白公馆里，郭
德贤听见不断有革命志士喊着“革命万
岁！共产党万岁”，倒在密集的枪声
中。她意识到，最后一刻来了。郭德贤
换上入狱前穿着的旗袍，静静地坐在地
板上，安抚着一双年幼的儿女，等待最
后的命运来临。

就在这时，她突然听见有人敲门，
是大学生周居正。原来，由于渣滓洞关
押人数众多，特务大部分赶去屠杀，留
在白公馆的看守杨兴典在平日与革命
者的接触中产生同情思想，打开了牢
房，帮助他们越狱。

郭德贤赶紧给两个孩子穿上衣服，
和周居正一人背一个孩子，悄悄下楼
后，一刻不停地跑。一路上难民汹涌，
郭德贤翻过几重山，一直逃到了近20
公里外的白市驿地区。

血与火中，仅有35名革命志士在
大屠杀中脱险，其中白公馆20人，渣滓
洞15人。女性3人，男性32人。

在脱险志士联络处，逃出来的战友
们抱头痛哭。大屠杀后第三天，重庆解
放，脱险志士重返渣滓洞、白公馆，去帮
助辨认遇难战友身份。“太惨了，没有全
尸，有的只能看出有点像。”郭德贤说。

脱险的罗广斌走进牢房，撬起屋角
那块木地板，将那面浸染着烈士鲜血的
五星红旗紧紧攥在手中……

阳光下，他们不忘来时的路
歌乐巍峨，英雄不朽。新中国成立

后，35名脱险志士始终铭记着走过的
路，他们用70年的坚守传承着共产党
人的初心与使命。

孙重和郭德贤几十年如一日义务
到机关、学校、工厂等地讲述革命经历，
足迹几乎遍及全中国。哪怕年事已高，
他们也经常站着讲三四个小时，倔强地
不肯坐下或休息。

脱险志士罗广斌、杨益言、傅伯雍
则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化作了数十万字
的党史资料。《红岩》《狱中斗争纪实》等
书籍是他们为战友而书写。

还有更多的脱险志士怀揣着当年
踏上革命道路的初心，踏上了建设新中
国的新征程。他们遍布在重庆、云南、
四川等祖国各地。

“我们要经常想一想红岩先烈，从
中汲取信仰的力量，领悟党的初心和使
命。”在渣滓洞、白公馆参观的观众发出

这样的感慨。
退休后，孙重发起创办“红岩英烈

史料研究会”，组建红岩英烈亲属联谊
会，在距离渣滓洞不远的歌乐山上，他
买下一处院子，取名“红岩寨”，作为红
岩英烈后代的活动点。如今，这里已经
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86岁的老伴陈洁说，在山上已住了
16年，选这个地方就是老头子的意思，
要陪着他的战友们。

“父亲是很朴实的人，经历了血与
火、生与死，有很强的信念，内心有一种
英雄主义，他把11月27日当作自己的
生日。”二儿子孙浪说。

记者在“红岩寨”看到，一面巨幅展
板上，用图片、文字分四个阶段刻画了近
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从生死抉择到艰
苦岁月，从否极泰来再到追梦乐园。巍巍
歌乐山，见证着这位老人对党的事业的坚
守，也见证着他对战友们深深的惦念。

英烈的后代们义务承担起了搜集
整理相关资料、慰问烈士家属等工作。
李承林烈士之子李显群、黄楠材烈士之
子黄菊生在退休后分别担任红岩英烈
研究会的会长和副会长，用自己的方式
传承英烈精神。如今，两位老人也年事
已高，传承的接力棒又作为家训交到他
们的下一代手中。

每年清明节和“11·27”纪念日，孙
重、郭德贤、杨益言、傅伯雍等都要去祭
奠牺牲的战友们，从步履蹒跚到拄拐前
行再到轮椅相伴，几十年来风雨无阻。

2014 年，96 岁的傅伯雍离世；
2017年，92岁的杨益言逝世。同年，郭
德贤心脏病发，安上了支架，2018年再
次心梗，已住院一年多。即便如此，今
年清明节，郭德贤仍坚持让人推着轮椅
带她去。已无法站立的她，坚持让人架
着胳膊，献上了一朵白花。

重病在身的孙重，没能在最近的一
次“11·27”纪念日和清明节前去祭奠。
老伴陈洁说，还能说话那几天，老头还
在念叨让她去打报告建红岩之家，帮扶
烈士后代。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记者问郭德
贤有什么要对牺牲的战友们说的。病
床上已十分虚弱的她，立刻坐直了身
板，一只手紧紧拽着病床的扶手，一只
手理了理满头银发，眼里闪着激动的泪
花，强忍着不流下眼泪。她说：“70年
了，中国强大了，人民幸福了。烈士们，
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新华社重庆7月11日电）

“中国强大，人民幸福，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
——专访渣滓洞、白公馆脱险志士

新华社重庆7月11日电 （记者
周闻韬）在重庆市铜梁区邱少云烈士
纪念馆前的悼念广场上，一尊手持钢
枪、神情坚毅的年轻战士塑像引人注
目，他就是家喻户晓的邱少云烈士。

1926年，邱少云出生在铜梁县关
溅乡玉屏村邱家沟（今少云镇少云村）
一个贫苦家庭，1949年参加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在部队中，邱少云作战勇
敢。一次剿匪战斗中，他带病参战，一
举毙伤匪徒10余名。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5个月后，在“雄赳赳，气昂昂，跨
过鸭绿江”的战歌激励下，邱少云参加
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部队开
赴前线途中，邱少云曾冒着美军飞机
的扫射轰炸，从燃烧的居民房屋里救
出1名朝鲜儿童。

1952年10月，邱少云所在部队担
负攻击金化以西“联合国军”前哨阵地
391高地作战任务。为缩短进攻距离，
便于突然发起攻击，11日夜，部队组织
500余人在敌阵地前沿的草丛中潜伏，
邱少云正是其中一员。

12日12时左右，美军盲目发射燃
烧弹，一发落在了邱少云的潜伏点附
近，草丛立即燃烧起来，火势迅速蔓延
到他身上。邱少云身后就是一条水
沟，只要他后退几步，就势一翻，就可
在泥水里将火苗扑灭。但为了不暴露
目标，确保全体潜伏人员的安全和攻

击任务的完成，他放弃自救，咬紧牙
关，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坚持30
多分钟，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6岁。

邱少云牺牲后，反击部队在其伟
大献身精神鼓舞下，当晚胜利攻占了
391高地，全歼美军1个加强连。邱少
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申请
书中“为了世界革命，为了战斗的胜
利，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的钢铁誓
言。

为表彰邱少云烈士，上级党委追
认他为中共党员，并追授“模范青年团
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给邱
少云追记特等功，追授他“一级英雄”
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
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邱少云
牺牲的朝鲜391高地，筑立起一座高
高的石壁，上面镌刻着一行鲜艳夺目
的红漆大字：“为整体、为胜利而自我
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
朽！”

为纪念邱少云烈士，有关方面还
在他的家乡铜梁区凤山之巅建设了邱
少云烈士纪念馆，全馆共陈列国家二、
三级文物37件，烈士遗物20余件。近
年来，纪念馆年均接待观众40余万人
次，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的重要阵地。

邱少云：烈火中永生

□新华社记者 白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
面启动以来，外交部、中联部坚持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主线，紧密结合外交中心工作
开展主题教育，统筹推进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和整改落实工作，努
力抓出特色，取得实际效果。

外交部坚持以主题教育促进外交
业务，以外交实践促进学习教育、调查
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更加深入、务
实、聚焦、到位，部内与驻外使领馆同步
部署，提高主题教育实效。

部党委成立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建
立“月计划、周安排、日跟进”工作机制，
通过召开座谈会、印发专刊等方式，及
时传达党中央精神和外交战线开展主
题教育的具体要求，推广基层单位结合

外交中心工作开展主题教育的好经验、
好做法。根据机关司局、直属单位和驻
外使领馆不同情况，加强分类指导，及
时纠正偏差，消除“时差”“温差”。

外交部统筹推进四项重点措施，汇
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
论述和讲话作为重要学习内容，增加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为外
交战线全体党员脱产学习的必读书；聚
焦外交战线突出问题，集体研定六个调
研题目，组织专班深入调研；全面查找
工作短板，特别是涉及外交中心工作的
问题，认真检视反思，坚持边查边改；将
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作为第一批专
项整治内容，对群众反映突出的热点难
点问题，分批整改、立行立改，并注重将

整改措施融入制度、确保长效。
通过主题教育，外交部把外交战线

广大党员的初心使命转化为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
完成重大外交任务的动力和破解外交
难点问题的能力。

中联部牢牢把握主题教育根本任
务、总要求和具体目标，坚持静下心学
习，沉下去调研，加强对部内各单位主
题教育的督促检查，边学边查边改。

组织集体学习1800多人次，举办面
向全部为期5天的政治能力专题培训
班，深入分管单位摸情况、找问题、议措
施、提要求，建立一周一报机制……中联
部把开展主题教育同完成党中央交办的
重点任务结合起来，用主题教育引领工

作方向、激发工作热情、检验工作成效，
努力做到使党员干部焕发出来的热情转
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效果。

6月27日，中联部在河南省举办“中
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主题宣讲会，向
来自19个国家的5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
人和代表介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重要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

这是中联部创新思路开展主题教育
举办的活动之一，是首次向外国政党代表
宣讲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情
况。活动通过结合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感
人事迹，首次向外国政党领导人集中介绍
党的基层干部模范，展现了我党践行初心
使命的信心、决心和成效，展示了我党“开
门搞党建”的气魄和自信，引发外国政党
强烈反响。中联部还组织党员干部在兰
考县举行主题党日活动，实现了党内主题
教育和对外政策宣介的“两结合、两促
进”。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紧扣外交中心工作 统筹推进确保实效
——外交部、中联部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7月11日，“雪龙2”号厨师张
堪升介绍船上厨房。当日，我国
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
破冰船——“雪龙 2”号在上海交
付，并将于今年底首航南极，我国
极地考察现场保障和支撑能力取
得 新 的 突 破 。“ 雪 龙 2”号 船 长
122.5米，型宽 22.32米，设计吃水
7.85 米，设计排水量 13996 吨，航
速 12-15 节；续航力 2 万海里，自
持力 60 天，具备全球航行能力；
能满足无限航区要求，可在极区
大洋安全航行，能以 2-3 节的航
速在冰厚 1.5 米+雪厚 0.2 米的条
件下连续破冰航行。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探访我国首艘
自主建造的极地
科考破冰船
“雪龙2”号

7月 11日，工作人员在检查涪江铁路大桥的支座。当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
团有限公司绵阳工务段绵阳桥路车间工作人员为保障宝成铁路畅通及列车运行
安全，对涪江铁路大桥进行了安全检查。 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涪江铁路大桥“体检”迎汛期

7月11日，农户在安徽安庆市宜秀区杨桥镇鲍冲湖莲花种植基地采摘莲蓬。
新华社发

夏日农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