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语】

2018年12月，按照中
央的统一部署，重庆启动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试点工作，南岸、南川、
荣昌、石柱、奉节等5个区
县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市级试点。半年来，
5 个试点区县聚焦培养时
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
各有探索创新；14 个非试
点区县也积极探索新时
代 文 明 实 践 中 心 建 设 。
即日起，重庆日报开设专
栏，探访我市各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的新思路、
新做法。

最近，南川区民主镇朝龙村收到
一个区级志愿服务大礼包：南川区农
业农村委送来两位农技师，帮助村里
做大做强榨菜产业；区商务委推荐的
一家榨菜加工厂已与村里签订供货合
同；区人社局将到村里开展就业培训；
区妇联为当地留守妇女送来了卫生习
惯培养课程……

这个大礼包来自南川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的科技与科普服务平台。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自建设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南
川区着眼文明实践常态长效，以平台
建设为支撑，整合48个区级部门的阵
地、人才、项目等资源，建成七大平台，
面向基层聚焦用力。

七大平台领头48个区
级部门

“过去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
派出志愿者下乡去送健康知识，基层
却说不行，因为其他单位也选择了同
一时间去开讲座，只好换时间。但对
于基层来说，几次讲座就意味着反复
的人员组织、场地布置。区级部门是
好意，却无形中给基层增加了负担。”
南川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副书记沈
国亮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
需要破解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厘清体
制机制、提高服务效率。

经过广泛调研，南川区将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列为“书记工程”“一把
手项目”和全区重大改革事项推进。
针对不同系统部门在基层阵地建设管
理中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战、使用
效率不高、功能发挥不充分、空置浪费
等问题，南川区打破部门界限和条块
分割，将48个区级部门分流到理论宣
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技与科普
服务、健康健身服务、平安法治服务、
全媒体这七大平台，通过平台统筹牵
引、合理调度，缩短“反应链条”、减少

“交叉环节”，形成互联互动“一盘棋”
工作局面。

配合七大平台，南川区出台了新
时代文明实践平台建设与运行管理办
法、平台联席会议制度和区领导联系
制度等10余项长效机制加强管理。
相关区领导各自联系七大平台，指导
督促平台工作，协调解决问题、提供政
策资金支持。区委区政府成立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设立七个平

台管理委员会，牵头单位主要领导担
任主任，并常设专门的工作场地和专
职工作人员负责平台运行。

七大平台运行时，每个平台的牵
头单位按照行业相关、类别相近、人岗
相宜的原则，整合平台各类公共服务
资源，组织成员单位配送文明实践活
动到村和社区。南川区还明确规定：
对能整合、能统筹的文明实践活动原
则上不自行到基层开展。

“有了平台，大家围绕‘大健康’群
策群力，事情好办多了。”沈国亮说，在

健康健身服务平台运作下，牵头部门
区卫生健康委将七个责任部门的基层
阵地建设和志愿服务项目整合起来，
类似的讲座课程、物资配送、志愿服务
合起来开展，尽管次数减少，但为基层
送去的“干货”更多。

沈国亮坦言，成立平台还有一个
更大的好处，就是统揽分配资源。以
前各个部门都把资源送到最需要的地
方去，殊不知“一窝蜂”带来部分村社
某些资源的严重饱和，而一些处于中
间地带的村社反而无人过问。现在有

了平台统一运作，区级部门送到基层
的资源更科学。仅健康健身服务平台
送出的服务和资源，就在半年时间覆
盖了南川区一半的镇街，区级部门联
合开展活动70余场。

“七单制”流程化配送精
准投放服务

南川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
公室负责人介绍，七大平台成立的初
衷，就是要整合阵地、人才、项目等资
源，实行“部门联动、队伍联抓、阵地
联用、活动联推”，层层减少中间环
节，促进基层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大
化。

由此，南川区创新运行模式，推行
部门“晒单”、平台“审单”、群众“点
单”、站所“集单”、中心“派单”、志愿队

“送单”、基层“评单”的“七单制”流程
化配送机制，由专人与村、社区对接点
单情况，确定志愿活动时间、场次等内
容，让文明实践项目更加精准，确保基
层需求精准回应，取得实效。

截至5月底，七大平台组织开展
理论政策宣讲、道德法治教育、科学
技能培训、关爱帮扶等文明实践活
动1100余场次，惠及群众10万余人
次。

南川区科协挂职副主席张露介
绍，她所在的科技与科普服务平台每
月都会召开平台联席会议，由牵头部
门区科协召集区科技局、区农业农村
委、区商务委、区人社局、区水利局、区
文旅委、区林业局、区总工会、团区委、
区妇联等责任部门共同研究重大事
项。最近，几个区级部门将联合到头

渡镇柏枝村“送单”，在当地开展中药
材种植培训。

“过去社区活动比较单一，基层
干部有心搞点群众受欢迎的活动，但
不知如何对接资源。现在我们的社
区每个月都会开展一次集中性文明
实践活动，深受群众喜爱。”南川区西
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工作人员
卓露莹称，每月底，他们会从群众“需
求侧”入手，广泛收集基层的所需所
盼，然后预约需要上级配送的活动需
求。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
根据网上预约情况进行派单，将任务
具体分配至各平台牵头单位。最快
一周，各志愿服务队伍就会“送单”到
身边。

比如，在西城街道来游关社区，大
量居民由农民变市民，手头宽松了，很
想学习理财知识。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点单”后，科技与科普服务平台
邀请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南川支行进社
区，教大家金融理财及防诈骗知识，很
受欢迎。

龙济桥社区因新设立，还没有文化
队伍，群众文化生活比较匮乏。街道按
需“点单”后，文化服务平台定期派出志
愿者到社区开展广场舞培训教学。

效果评价倒逼七大平台
提质

据了解，南川区文明实践中心办
公室要求七大平台每年开展特色活
动不少于200场。同时开展效果评
价，实行乡镇（街道）、村（社区）和群
众三级满意度测评，平台牵头送到基
层的文明实践项目，经三级测评综合
分为80分以上的，纳入区级优秀项
目，优先推荐参加市级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评选；60分以下的，下季度不再
纳入“项目清单”，取消相应经费补
助，通过效果评价倒逼文明实践提质
增效。

同时，南川区财政还安排了500
万元专项资金，保障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试点工作的开展。

南川搭建文明实践七大平台，盘活48个区级部门资源

基层要啥下订单 平台配送大礼包
本报记者 张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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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先烈的足迹

“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
我们新的长城……”1949年10月7日
晚，重庆歌乐山下白公馆看守所的一
间牢房内，几名衣衫褴褛的革命志士
围在一起，低声地唱着《义勇军进行
曲》。

此时，已是深夜，看守所外的歌乐
山万籁俱寂，但这些志士依然十分兴
奋，围着一面新做好的“红旗”，唱了一
遍又一遍……

“他们就是当时被囚禁在白公馆
看守所的罗广斌、陈然、刘国鋕等人，
他们之所以那么兴奋，是因为他们为
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上了一份
礼物——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7月
13日，在红岩魂陈列馆内，重庆红岩
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
员王浩为重庆日报记者还原了当年的
那一幕。

牢房沸腾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于

7天前在北京成立了”

“其实，这面狱中红旗主要是源于
罗广斌听到的一个消息。”红岩魂陈列
馆内，王浩指着橱窗内展示的狱中红
旗说。

时光回到1949年10月7日，虽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7天，但由
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信息，被囚禁在
白公馆看守所的罗广斌等人并未得知
这一消息。

那天下午，罗广斌刚刚走出牢房，
准备去放风，同狱的原东北军爱国将
领黄显声叫住了他。

黄显声小声地对他说：“中华人民
共和国已经于7天前在北京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国歌是风靡抗战时期的《义勇军进行
曲》……”

黄显声又是如何能得知这一消息
呢？原来，因为黄显声在国民党军队
中有较高的地位，因此在狱中能得到
一定的“优待”，可以看狱中规定的报
纸，如《中央日报》等。“黄显声通过国
民党报纸上对共产党的谩骂，从反面
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到正确的消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也是这样得
来的。”王浩说。

得知这一消息的罗广斌一下子愣
住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以往，罗
广斌总觉得放风的十几分钟太短，但
在那天，他却觉得这十几分钟格外漫
长。好不容易等到放风结束，罗广斌
就三步并作两步赶回牢房，把这一消
息告诉难友们。

“罗广斌带来的消息，让整个牢房
沸腾了。”王浩说，据史料记载，当同狱
的陈然、刘国鋕、丁地平、王朴等人从
罗广斌处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消息后，他们兴奋得像孩子见到了久
别的娘亲。这些在白公馆关押已久的
难友们不仅紧紧拥抱，还低声地在彼
此耳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
国共产党万岁！”意犹未尽的他们甚至
兴奋得互拥着倒在地上连连打滚……

最后，罗广斌等人聚集在一起，朝着北
方，肃穆低唱：“起来！……把我们的
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就地取材
“经过通宵奋战，我们终

于制成一面五星红旗”

记者仔细端详红岩魂陈列馆内的
这面狱中红旗后发现，与国旗的五星
红旗不同，这面狱中制成的五星红旗
上，一颗最大的五角星位于旗帜的中
央，而其余四颗小五角星则位于四个
角落。

为何会这样制作?“这主要是因为
罗广斌等人在制作五星红旗时，谁也
没见过真的五星红旗。这面狱中红旗

可以说是他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王
浩向记者讲述起了当年的情景——

1949年10月7日的深夜，罗广斌
和难友们依然十分兴奋，他们围在一
起，悄声交换着各自的心得，议论着国
徽、国旗的形状、式样。见此情景，一
个想法在罗广斌的脑海闪现，他站起
身来，说：“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
面五星红旗，我们要打着这面红旗冲
出牢门去！”

罗广斌的话很快得到难友们的响
应。曾和罗广斌同关在平二室，后又
与罗广斌一道脱险的毛晓初曾撰文回
忆道：“大家马上都举双手赞成。老罗
就扯下他的红花被面（他被捕时带进
监狱的）……我们没有剪刀，也无针
线，完全靠一把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小

心翼翼地划破被面……用剩饭粘在红
绸上……”

“当时，罗广斌等人针对五星红旗
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五颗星的排列位置
上。”王浩说，罗广斌等人虽然知道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但
这五颗星星如何排列，罗广斌和难友
们却并不清楚。“因此在粘贴五角星
时，难友们有的觉得五颗星星应该一
字排开，也有人认为五颗星星应该相
互挨着组成一个圆圈……”

最终，罗广斌提议，将最大的五角
星摆在中间，其余四颗稍小的星星摆
在四个角，象征着全国四万万同胞围
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他的提议获得
了难友们的认同，大家立刻着手制作
五星红旗。”王浩说。毛晓初也曾在回

忆文章中写道：“经过通宵奋战，我们
终于制成一面五星红旗了。把红旗平
整整地放在囚房中间，大家围着红旗，
又是低声欢呼，轻轻哼着国歌，又是
跳，又是互相拥抱……”

狱中红旗制作好后不久，国民党
特务就开始分批处决关押在白公馆、
渣滓洞监狱内的政治犯，当初参与制
作红旗的刘国鋕、王朴等人都被国民
党特务秘密处决。

美好憧憬
“这一行为体现出地下

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与杨益言在
创作小说《红岩》时，把制作狱中红旗
这一情节进行了艺术地再现。

此外，记者了解到，随着红岩精
神的传承与发扬，这面红旗背后的故
事也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
的重要题材。“除了小说《红岩》外，革
命志士绣红旗的场景还出现在电影
《烈火中永生》等文艺作品中，特别是
在重庆市川剧院编排的新版川剧《江
姐》里，以黄色绸带舞再现绣红旗的
情景更是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王
浩说。

为何这面红旗会如此受到追捧？
在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原
主任厉华看来，除了因为这面红旗本
身就具备很高的文物价值外，更重要
的是，这面红旗象征着以陈然、罗广斌
等为代表的地下党员对新中国的美好
憧憬。

“当时，在全国大部分城市已经
解放的大背景下，罗广斌等人在监狱
这个特殊的战场里，听闻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的消息之后，不顾个人安
危，就地取材，通过连夜制作这面红
旗，寄托自身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的
行为，体现了他们崇高的理想信念，
也体现出以罗广斌等为代表的地下
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厉华说，这面
红旗是记录地下党员在国统区坚持
革命斗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抛
头颅、洒热血的最好见证，同时，人们
通过了解这面红旗及其背后的故事，
无疑能对那段历史有着更加立体的
认识。

“我们要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还原白公馆狱中红旗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黄琪奥

南川区健康健身服务平台到基层送义诊。 通讯员 罗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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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这面狱中红旗，
与国旗的五星红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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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上，一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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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知道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
五星红旗，但谁也没
见过，这五颗星星如
何排列，罗广斌和难
友们并不清楚。

■最终，罗广斌
提议，将最大的五角
星摆在中间，其余四
颗稍小的星星摆在四
个角，象征着全国四
万万同胞围绕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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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沙坪坝区红岩魂陈列馆，游客正在参观狱中红旗。 记者 齐岚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