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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10位红岩烈士中，有四川大
学求学经历的烈士、四川籍烈士共
141人……5月15日，“让烈士回家”系
列主题活动暨红岩精神四川行活动在
四川大学举行。

本次活动由重庆市委宣传部、四川
省委宣传部、四川大学、红岩联线文化
发展管理中心联合主办，这是继首站复
旦大学之后的第二站。

活动包括“四川籍红岩英烈事迹展
览”、红岩英烈故事会、红岩精神宣讲报
告等内容。学生代表及烈属代表在活
动中作了发言，“红色基因传承工程”校
地共建基地揭牌仪式、红岩联线和四川
大学校史馆互赠红岩英烈文物史料仪
式也在活动中举行。

罗世文“临刑前给党的
信”藏在皮鞋底部

烈士信念感动川大师生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
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
旗帜！老宋处尚留有一万元，望兄
等分用。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
斗。”

在“四川籍红岩英烈事迹展览”中，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了罗世文在1946年
8月18日牺牲当天写下的“临刑前给
党的信”的照片，全文仅有50余字，却
震撼人心。

罗世文是四川威远人，1931年 6
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37年8月
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1940年3月，
国民党策划制造了成都“抢米事件”，
并诬陷共产党“发动群众抢米，破坏抗
战”，公开逮捕了罗世文、车耀先等

人。之后，罗世文经历了6年牢狱之
灾，最终和车耀先同时牺牲在歌乐山
松林坡。

“牺牲当天上午，罗世文设法找来
铅笔和俄文书，趁机在书籍封面上写下
这封遗信，并将封面撕下塞进皮鞋的鞋
底。”红岩联线文博馆员王浩介绍，罗世
文将皮鞋交给了狱友孙壶东。另一位
狱友韩子栋（小说《红岩》中“疯老头”华
子良的人物原型）发现了皮鞋异样，从
而发现遗信。1948年孙壶东被释放时
将遗信带出狱。

红岩联线讲解员在红岩英烈故事
会上讲述了罗世文的事迹。“故国山河
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
何人？”当讲到罗世文在刑场吟诵的诗
词时，现场掌声经久不息。

记者在“四川籍红岩英烈事迹展
览”中发现，除了罗世文，还有多位烈士
在临刑前通过写信、吟诗等形式寄托遗
志：

“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
们死而无愧！”表达了刘国鋕对信仰的
忠诚；“死，是永生。死，并不是战斗之
火的熄灭。”表明了艾文宣必胜的信念；

“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
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寄托了车
耀先对子女的嘱托……

四川大学成立“江姐班”

弘扬革命精神传统

江竹筠是四川自贡人，1939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至1946年在国
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就读。1948 年 6
月，她在重庆开展地下工作时被捕，在
狱中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1949年11

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歌乐山，用
年仅29岁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
的青春之歌。

2018年，四川大学将生命科学学
院“生物科学2018级拔尖试验班”设立
为“江姐班”，把对江竹筠烈士革命事迹
的学习传承，和对革命精神传统的弘扬
践行融入到该班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
中。

“江姐牺牲时年仅29岁。她的生
命虽然短暂，但是她用青春和鲜血铸
就了信仰的丰碑，气壮山河。作为

‘江姐班’的一分子，我感到肩头有着
沉重且光荣的担子。”四川大学“江姐
班”班长李歆睿在发言时呼吁，“山河
已无恙，英雄请回家。今天的我们，
要倍加珍惜英雄们用生命换来的幸
福生活！”

在四川大学校园内的江姐纪念
馆，陈列了一大批以江竹筠为代表的
四川大学英烈校友的珍贵史料档
案。“四川大学历来是西南一带传播
革命种子的园地。”四川大学相关负
责人说，红色文化作为学校宝贵的精
神财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川大师
生，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谱写辉煌
诗篇。

蓝蒂裕烈士之子讲述父亲
对自己的影响

“76字箴言字字千钧重”

“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
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
园林!”蓝蒂裕烈士之子蓝耕荒受邀在
活动中讲述了父亲的故事。他将父亲
蓝蒂裕烈士在渣滓洞看守所写下的遗

诗《示儿》朗读给四川大学师生听，催人
泪下。

蓝耕荒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首
诗只有76个字，15个标点符号。但它
却是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耕荒的本义是开垦荒地，父亲用它给我
取名，就是要告诉我，人生充满艰辛，常
有意想不到的困难，需要我付出不懈努
力。”

“76个字，就像钉子钉在我的心
里，字字千钧重。”蓝耕荒讲道，“这首
诗，不只是给我一个人的，它代表了无
数革命先烈对后辈寄予的殷切期望。
他们用生命换来新中国，我们后辈必须
把国家建设好!”

蓝耕荒的一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
望。

1961年，16岁的蓝耕荒继承父亲
遗志参军。来到军营，他成为解放军某
炮兵团有线通信班的一名战士。有线
通信班的战士非常辛苦，时常要扛着几
十斤重的通信器材和武器，一口气跑5
至10公里。蓝耕荒从来没有想过放
弃，凭着自己的优秀表现，成为了全军
技术标兵，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1982年，蓝耕荒转业到四川公安
管理干部学校，分管学校园林绿化工
作。他用了3年时间，将校园变得花香
四溢。

“从1982年开始，每年‘11·27’烈
士殉难纪念日我都会到歌乐山烈士陵
园祭拜父亲和其他红岩英烈。”蓝耕荒
说，“红岩英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容
不迫、大义凛然，用生命与鲜血诠释了
红岩精神，这种精神值得世代传承和弘
扬。”

“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走进四川大学
青年学子从烈士诗篇中汲取力量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本报讯 （记者 韩毅）这个周末
又有“福利”啦！5月15日，市文旅委
举行新闻发布会称，本周末国际博物馆
日、中国旅游日接踵而至，重庆将集中
推出近300项主题活动和优惠措施，涵
盖专题展览、文化讲座、景区免费游等，
邀请市民和游客全方位体验“山水之
城·美丽之地”的文旅魅力。

看展览听讲座
215项活动乐享文化盛宴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
主题为“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
的未来”；6月8日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主题为“保护革命文物传承红色
基因”。为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遗产宣
传力度，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的氛围，5月18日至6月8日
期间，重庆将举办2019国际博物馆日
暨第十届重庆文化遗产宣传月活动，策
划推出8大板块215项活动，涵盖启动
仪式、专题展览、历史文化讲座、走进文
化遗产、文化惠民活动等。

其中，2019国际博物馆日暨第十
届重庆文化遗产宣传月启动仪式将于
5月 18日在忠州博物馆举行。仪式
上，将推出《全市博物馆“镇馆之宝”》
《重庆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图片展》
《2018年博物馆建设成果展》等专题展
览；特邀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文博研
究员李文儒作题为《博物馆热与博物馆
热点问题》的文化讲座。

在文化惠民方面，国际博物馆日、
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白鹤梁水
下博物馆、湖广会馆、忠县白公祠等8
个博物馆及文物遗址将实行门票减免
优惠，全市各博物馆将开展志愿者免费
讲解、赠书等活动。

在专题展览方面，全市将推出30
场专题展览。如三峡博物馆将举行《江
汉汤汤 南国之纪——曾侯与他的时
代》《穆夏：欧洲新艺术运动先锋》系列
展览，大渡口区博物馆将举行《泥韵风
华——于士华滴塑大渡口博物馆馆藏作
品展》展览，九龙坡区巴人博物馆将举
行《九龙坡区历史建筑普查成果展》等。

在文化讲座方面，全市将举办18
场讲座，包括《追溯熊猫的前世今生》
《寻根重庆三千岁——重庆城市的山水
特质与历史演进》等。

此外，我市41家博物馆馆长将向
观众作69场免费讲解服务。同时，我
市还将开展“传颂家乡历史，弘扬爱国
精神”第五届小小讲解员大赛等9项比
赛活动等，让广大市民和游客体验巴山
渝水的文化盛宴。

看山赏水
20多个景区免费游

5月19日，是第9个中国旅游日，

今年主题为“文旅融合、美好生活”。
当天，中国旅游日重庆市分会场活

动启动仪式将在忠县举行，活动内容包
括我市新增4A、3A级景区授牌仪式、
三峡游船票赠送、文旅融合专题讲座
等。与此同时，全市20多个区县将集
中推出赏花摘果、纳凉消夏、历史文化、
互动演艺、非遗民俗、教育研学等近百
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旅游主题活
动。

为进一步调动市民出游积极性，全
市20多个景区还将推出一系列降价、
免费的优惠措施。如5月18日至19
日，忠县石宝寨景区、白公祠景区免门
票；5月19日，巴南所有A级景区，涪
陵武陵山大裂谷景区，彭水阿依河、摩
围山、蚩尤九黎城景区，万盛黑山谷、龙
鳞石海、板辽金沙滩、丛林菌谷景区，梁
平滑石古寨景区，武隆芙蓉洞景区，潼
南大佛寺景区，北碚金刀峡景区，以及
丰都所有4A级景区等都向游客免费
开放。此外，市内各区县和景区还将开
展旅游扶贫助残，针对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等群体推出特殊优惠政策，推出
公益性文艺演出、公共文化场馆扩大开
放等。

文旅融合
描绘“渝悦行”精彩画卷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旅游不再只是简单地看山看水，而是
已升级为赏山赏水品文化；‘旅’也不
仅是人们的空间移动行为，而被赋予
了‘艺’‘玩物适情’等文化元素。”发
布会上，市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今年我市推出的国际博物馆日、中
国旅游日系列活动中，“文旅融合”特
色鲜明。

各区县和景区推出了一系列表演
艺术、非遗工艺、研学教育、民俗风情
等文旅融合类主题活动，数量多，形式
新，亮点纷呈。如南岸的永恒经典名
曲精选音乐会、渝北的“文化进景区”
系列演出、涪陵的巴人习俗表演和体
验等。

接下来，我市还将进一步推动文化
和旅游真融合、深融合，立足全域化、全
产业化，在将旅游作为文化重要表现方
式和载体的同时，用文化的养分滋养旅
游，丰富旅游的内涵、拓展旅游的空间，
让更多文化资源、文化要素转化为旅游
产品，切实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
旅游业创新发展。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旅游日接踵而至

重庆推出近300项文旅活动
部分景区博物馆免费游

5月15日，四川大学，“四川籍红岩英烈事迹展览”吸引该校师生参观。 记者 解小溪 摄

国际博物馆日、
中国旅游日有哪些
活动
扫一扫 就看到

■“故国山河
壮，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后笑
是何人？”当红岩
联线讲解员讲到
罗世文在刑场吟
诵的诗词时，现场
掌声经久不息。

■四川大学
“江姐班”班长李
歆睿在发言时呼
吁，“山河已无恙，
英雄请回家。今
天的我们，要倍加
珍惜英雄们用生
命换来的幸福生
活！”

以“开放新时代·发展新作为”为
主题的第二届西洽会今天在重庆国
际博览中心举行。西洽会将以搭建
西部开放大平台为核心，突出西部地
区协同合作、整体开放和共同发展，
重点推介区市优势产业、投资环境。
前锋区将举行重大项目投资推介会，
其中，前锋区智能家居产业园即将亮
相。

打造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据了解，该园区规划设计占地
5000亩，以推进智能家居制造创新
发展为主导，集群发展家居生产制
造及相关配套产业，着力打造川渝
两地家居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及智能
家居制造产业示范园的智能家居产
业园。

“目前占地1000亩的一期项目
正加快建设,场地平整已完成三分之
一，相关配套管网都已到位。”前锋工
业园区主任王洪林介绍说，预计今年
底就可以投入使用。

王洪林说，除做好项目建设外，
为了能让商家放心、安心、省心投资，
去年，前锋区与广渝置业有限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该公司从厂房建
设、生产设备租赁、资金融资等方面

为入园企业提供服务；同时负责产业
园的管理运营，进一步整合产业园内
企业资源，搭建合作平台、畅通销售
渠道，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解决企
业单打独斗、恶性竞争、缺乏销售市
场等问题。

据悉，为扶持智能家居产业大力
发展，前锋区还研究制定了专门的扶
持政策，如对项目用地20亩以上，容
积率达到相应比例，投资强度达到
150万元/亩的项目，在企业建成投产
的前两年仅约定企业正常纳税，在企
业建成投产的第3年至第5年仅约定
税收不得低于3万元/亩。

此外，为鼓励入园企业加快项目
建设、发展，根据项目建设进度按照
一定的标准给与企业基础设施建设
补助资金；项目正式投产前，区级行
政性收费一律免收，自收自支事业性
收费按规定标准低限减半收取。

“要吸引更多企业来前锋投资兴
业，既要有软环境，又要有硬实力。”
前锋人深谙此道。

以艾民儿制鞋产业园成功落户
前锋区为例，公司负责人钟建兵更看
重的是前锋区独特的区位优势、产业
发展优势。

“前锋的紧邻重庆的区位优势让
我们信心十足，且在承接产业转移方

面政策支持十分优渥。”钟建兵说，这
里不但拥有良好的土地供给能力，坚
实的生产要素保障，便捷的交通物
流，更重要的是拥有充足的产业工人
和优越的亲商政策。

事实上，新区成立6年来，前锋区
已建设成为“中国纺织服装十大园
区”“全国轻纺产业转移示范园区”

“四川省轻纺专业出口基地”，在四川
省率先摘掉贫困县帽子，成功纳入四
川省首批产融合作试点城市……作
为四川省最年轻的行政区之一，前锋
区还拥有广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川渝合作
示范区等金字招牌。数据显示，在
2017年四川省县级经济综合评价考
核中，前锋居175个同类区市县第52
位，69个丘陵区市县第23位，连续五
年广安市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
全省第18位，人均GDP四川省第16
位，第二产业占比全省第7位，前锋正
阔步迈向全省第一方阵。2018年，全
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5.3%、增加
值增长9.5%，工业税收增长58.5%。

仅2019年 1-3月，前锋区完成
了华祺服饰等8个工业项目建成投
产，新培育中天肥业、航瑞彩丰2户规
上工业企业，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86.9亿元、增长8%，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9.2%。
接下来，前锋还将着力建设“一

城三园”，打造“西部轻纺·川渝鞋
都”，规划建设一座10平方公里的西
部轻纺城和 5000 亩纺织服装产业
园、3000亩制鞋产业园，打造广安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前锋千亿园区，
到2022年，力争实现工业总产值突破
500亿元，服装、鞋业、家居工业总产
值分别达到100亿元。建成孵化标准
厂房100万平方米，铸就“国内知名、
西部一流”的轻工服装鞋业产业基
地。

“这和我们抢抓新区初建的历史
机遇，承接产业转移、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合作密不可分。”前锋区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前锋区以改革开放破解
新区发展难题，改革举措出台数量之
多、力度之大：扎实推进政府机构改
革和职能转变、着力深化园区管理体
制改革、全面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启
动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突出抓
好“百镇建设”试点、大力推进城市综
合管理行政执法改革等；破除资金、
土地、人才制约，充分释放前锋发展
潜力；创新脱贫攻坚、经济、农业农
村、商贸、社会事业、政法和社会管理
体制等领域改革……

加快释放“新区”效应

随着建设快速推进，新区效应迅
速释放，开放与合作更让前锋经济发
展后劲持续增强。今年2月27日至3
月1日，“广安走进粤港澳”系列活动
在深圳举行，前锋区抢抓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新机遇，成功
签约项目9个，协议资金达33亿元。

这仅仅是前锋区因势利导，加速
促成项目签约落地、打造开放经济的
一个掠影。

经济发展过程中，前锋区设立
了专门的招商及企业服务中心，全
程协助园区企业办事不出园；出台
《促进工业经济加快发展若干激励
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前锋区
高端轻纺产业投资促进办法》等系
列文件，从企业转型升级、科技创
新、人才引进、投融资等 14个方面
给予奖励和支持；为园区企业提供
工业应急转贷、“助保贷”等资金支
持；启动实施11.4 亿元工业园区轻
纺科技孵化园 PPP项目，解决园区
建设资金难题；落实产业园区《用工
促进办法》，给予园区企业员工购房
补贴、在岗优秀员工现金奖励，使企
业员工在安家落户、子女入学等方
面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在全区

形成开放发展合力，多方积聚区域
发展后劲。以最大的力度、最强的
保障，最优惠的政策支持企业发展，
真正做到让投资者“进得来、留得
住、发展得好”。

作为建制新区，前锋是一张可画
最美图画的白纸。去年，区委二届五
次全会科学提出了“围绕一个奋斗目
标、坚持两个战略定位、突出三个主攻
方向、实施五大工程、加快五区建设”
的“12355”工作思路，描绘了“推进高
质量发展、跻身全省第一方阵、建设美
丽繁荣和谐前锋”的美好蓝图。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前锋将把
建设美丽公园城市花园城市、广安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前锋园区、乡村
振兴示范片、川渝合作示范区前锋物
流园区、华蓥山文化旅游区、继光湖生
态城、广安前锋交通枢纽、嘉陵江生态
文明前锋生态示范区、广安前锋职业
技师教育基地作为着力点，突出“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全面消灭绝对贫困，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创造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
展现新的更加充沛的活力”三项重点，
全力打造川渝毗邻地区开放经济带和
产业生态圈，争当川渝合作的先行军，
奏响川渝合作最强音。

陈定军 兰林前

广安前锋 厚植发展沃土 唱响川渝合作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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