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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何江

1947年8月18日，重庆磁器口码
头，一个身材瘦削、衣着破烂、看上去
疯疯癫癫的中年囚犯跟随国民党白公
馆监狱的几个看守去买菜，途中，他借
机脱离看守的视线，穿街过巷，一路飞
奔……

“这个人名叫韩子栋，是小说《红
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11月
28日，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陈朝晖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介
绍，韩子栋原名韩国桢，1908年生，山
东阳谷人。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
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各
种抗日活动，并在地下党领导的春秋
书店工作。随后加入地下党组织，打
入到国民党“蓝衣社”（即“中华复兴
社”）做情报工作，在极其复杂和十分
危险的条件下，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
的任务。

借外出买菜机会，绘制越狱地图

1934年，韩子栋因叛徒出卖被捕
入狱，面对严刑拷打，他始终咬紧牙
关，拒不承认一切指控。特务没有办
法，把他当成军统严重违纪人员继续
关押，后来辗转各地，来到了贵州的息
烽监狱。

“狱中的韩子栋沉默寡言，老是在
不停地做清洁，而且常常一个人来回
走动，显得行为怪异、痴痴呆呆，这在
很大程度上麻痹了特务们的神经。”陈
朝晖介绍。

韩子栋与罗世文关在同一个牢
房。罗世文是原中共川康特委书记，
被捕进入息烽监狱后，难友们推选他
为狱中临时党支部书记，他知道韩子
栋的真实身份。他们一起商量越狱
逃跑计划，却出现了分歧。韩子栋主
张创造条件集体越狱，罗世文认为很
困难，应该让有条件的同志先逃出
去，逃掉一个就减少一分损失，出去
的同志要把狱中的情况向党组织详
细汇报。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韩

子栋与罗世文、车耀先、宋绮云等被转
移到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关
押。然而刚到重庆不久，8月18日，
罗世文、车耀先就被特务枪杀于歌乐
山松林坡。韩子栋悲痛万分。他牢记
着罗世文对他“不要暴露共产党员身
份”的叮嘱，按照狱中党支部的指示，

“全体越狱不成，就走一个算一个”，于
是，他开始秘密计划越狱行动。

“白公馆与一般监狱不同，背靠大
山，地势险要，四周高墙耸立、电网密
布，内外重重设卡、戒备森严。”陈朝晖
说，按特务们的说法，就是“插上翅膀
也别想出去”，这里也被称为“杀人魔
窟”。

“韩子栋继续装疯卖傻，骗取了
看守的信任，看守们便让他帮忙打
杂，脏活累活都交给他。”陈朝晖说，
韩子栋虽然对重庆的地形很陌生，但
每次借外出买菜的机会，他就一边暗
中观察，一边留心旁人的谈话，渐渐
对周边地形有了大致的了解。回去
之后就凭记忆画图，不久就绘制了一
份详细的周边地形图，并交给了狱中
支部。

犀利眼神让特务生疑，促使
加快越狱行动

韩子栋坚持每天在放风坝不停地
跑动，不管刮风下雨从不间断。长期
的狱中生活，让他的身体变得很虚弱，
跑步无疑可以增强脚力和体力。然而
他这种奇怪的举动，却被看守们认为
是“疯子”行为，经常取笑和捉弄他。
陈朝晖说，韩子栋的家乡山东阳谷历
史上也有一个出名的“疯子”，就是战

国时期的大军事家孙膑。当年孙膑被
困魏国，以装疯的方式逃脱，最后率兵
一举击败了魏国。

正当韩子栋进行着自己的逃狱准
备，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不得
不加快自己的逃狱行动。

有一天，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来
到白公馆视察。一进门，就看见一个
疯子样的人围着一棵石榴树来回跑圈
圈，旁边是几个看守在逗乐取笑。沈
醉走过韩子栋身边，不经意与其对视
了一眼，就这么一眼，立刻让沈醉警觉
起来。多年的特务经验告诉他，疯子
不可能有那样犀利的眼神，眼前这个
人不是真疯，是装疯。他立刻命令看
守长把韩子栋关押起来。

沈醉离开以后，看守长却不以为
然。不久，韩子栋又被放了出来，一切
照旧。但这件事让韩子栋敏锐地意识
到，处境越来越凶险，必须尽快寻找机
会逃出去。

“225！带上家伙跟我走，去买
菜！”225是韩子栋在监狱里的番号。
韩子栋循声望去，是一个名叫卢兆春
的看守。这个卢兆春是出了名的赌
鬼，平时吊儿郎当、粗枝大叶。

“等了这么久，也许今天是难得的
机会。”韩子栋一边寻思，一边着手准
备。他把“小萝卜头”的妈妈徐林侠缝
制的衣服穿在里面，又把脏衣服穿在
外面。重庆的八月，天气十分炎热，卢
兆春看韩子栋穿得那么厚实，嘲笑了
一句：“果然是个疯子”。随后，韩子栋
戴了顶硬壳草帽、挑个箩筐走在前面，
卢兆春走在后面，两人一前一后向着
磁器口走去。

采购途中借口“解手”逃脱虎口

两人走到磁器口，很快就采购完
了货物，韩子栋一路暗中观察，但始终
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时，他们在
一家杂货铺歇脚，迎面碰上了一个熟
人，这个人名叫王殿，是白公馆里的医
生。王殿一见面就说差“搭子”，邀约
卢兆春去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里打麻
将。卢兆春本来就是一个赌徒，看看
天色还早，就爽快答应了。

韩子栋跟着他们，一会儿就来到
胡为祥家中。“搭子”凑齐以后，四人打
起了麻将。韩子栋安静地坐在一边，
看上去漫不经心，实际上一直在寻找
时机。一开始，卢兆春输了，心情不
爽，两圈之后，开始“转运”了，连续赢
了几局，眉开眼笑。韩子栋眼看四人
陷入酣战，判断时机已到，于是向卢兆
春嚷着说要“解手（上厕所）”。

一离开房屋，韩子栋就假装找地
方“解手”，看看没有人跟出来，他立刻
把身上的脏衣服脱掉，扔进旁边的粪
坑，然后大步流星直奔江边。

逃出虎口的韩子栋一路兼程、不
敢停歇，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河南
解放区找到了党组织。1948年1月，
韩子栋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了一
份报告，详细汇报了自己入狱及脱险
的情况，组织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
籍。

陈朝晖介绍，韩子栋曾在“小萝卜
头”的妈妈徐林侠烈士亲手为他缝制
的白布口袋上写下一首诗，记录了他
当年逃狱时的心情：

披枷戴锁一老囚，笼里捉虱话春秋，
一死皎然无复恨，赢得大众来报仇。
谁谓念年牢狱苦，赴仁取义死未休，
生前无愧颜太守，死时犹抱击贼笏。
自古有生必有死，吾久不计日与时，
借问陆公老放翁，家祭曾否告尔知！
“面对凶狠的敌人，他装疯卖傻、

隐忍坚毅，周密计划、沉着应对，从戒
备最森严的监狱成功脱逃，充分展现
了共产党人的坚韧意志和斗争智慧。”
陈朝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韩子栋
深陷牢狱14年，却从没有忘记自己的
党员身份以及入党时的初心。韩子栋
的事迹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
义。我们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
本领，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
练、实践锻炼，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出应
有贡献。

韩子栋：“疯老头”魔窟脱险记

□本报记者 王亚同

从红色基因里汲取信仰的力量，
从革命故事中重温初心与使命。近
日，重庆市开展了“讲红色故事、讲革
命精神”活动示范宣讲，20多名宣讲
人分成5组，分别前往北碚、巴南、涪
陵、万州、城口等20余个区县，进企
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开
展巡回示范宣讲。

宣讲人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感
人肺腑的情节，讲述了《江姐上船》《狱
中八条》《许建业赴宴》《毛泽东重庆谈
判》《烈火真金邱少云》《叶剑英舌战群
儒》等在全国都极具影响力的红色故
事、革命故事，深刻阐释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激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汲
取信仰的力量，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

学习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山水环绕、江峡相拥的重庆，沉淀
了厚重的红色基因，无数革命志士努
力追求、奋斗的故事凝结出以红岩精
神为代表的革命精神。红色基因和灵

魂，深刻铭刻在巴渝大地之上，并影响
着一代代中国人。

11月22日下午，在北碚区朝阳
小学南校区，来自市曲艺家协会、红岩
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部门的5名宣
讲人，为学校师生和当地机关干部们
带来了一场红色故事和革命精神的
深刻洗礼。江姐与敌人斗智斗勇的
革命故事，红岩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撰
写《狱中八条》总结反思斗争经验教训
过程——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感人肺
腑的情节、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让在
场观众深受震撼和教育。

在沙坪坝区、江津区、南岸区、涪
陵区、九龙坡区，一场场“讲红色故事、
讲革命精神”示范宣讲，让老一辈革命
家、革命烈士、英雄人物的故事和革命
精神，在学校、机关、社区等不断传扬，
形成了持续不断学习、传承的热潮。

重温初心和使命
扛起责任与担当

“重温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
汲取强大的信仰力量。”在合川区、巴
南区、万盛经开区、铜梁区、荣昌区、长
寿区，重温、信仰和传承，成为广大干

部群众听完宣讲后重复最多的反响
话语。

11月21日，在巴南区文化艺术
中心，宣讲人讲述了赵世炎、红岩烈士
等为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怕牺
牲、英勇抗争的故事。

“汗水把手术台上的毯子都浸湿
了，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手术过程中，刘
伯承硬是一声都没有吭。”在万盛经开
区平山产业园区的企业车间里，宣讲
人讲述了刘伯承、王朴、邱少云、卢绪
章、霍栗如等老一辈革命家、革命先烈
及英雄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现场所
有的干部职工。党员干部、青年职工
纷纷表示，在接下来的学习工作中要
自觉传承和发扬红色革命精神，扛起
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

万盛经开区重庆耀皮工程玻璃有
限公司经理张文萍表示，作为新时代
的共产党员，自己将从中汲取信仰的
力量，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建功立业作
贡献。

传承红色精神
用心为人民服务

连日来，“讲红色故事、讲革命精

神”活动示范宣讲不断走进全市各地
社区基层、农村院坝、机关企业和校
园，在引发传承、学习红色基因的同
时，更唤醒大家重温为人民服务的初
心与使命。

在城口县庙坝镇的宣讲现场，来
自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等单位的5位
宣讲人，为近200名镇村干部、群众，
深情讲述了江竹筠、周恩来、许建业、
聂荣臻的事迹，以及城口红色革命的
故事。“被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深深折
服。”庙坝镇红岩村工作人员包芥说，
宣讲让自己深受洗礼，将更用心地为
群众服务。

在潼南区桂林街道东风社区，宣
讲人员为干部群众讲述了《磨不灭的
马掌铁》《杨尚昆：一件特殊的文物》等
红色故事，声情并茂、直抵人心的宣
讲，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让我从
内心深处受到了初心使命的洗礼，我
不仅要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更要将
党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带入课堂，
感染、启发、教育更多的人。”潼南区委
党校教师高纪说。

在江北区、璧山区、綦江区、忠县、
北碚区的宣讲现场，广大党员干部也
纷纷表示，红色故事感人肺腑、令人振
奋，革命精神可歌可泣、值得传承。同
时，宣讲还让大家再次重温了共产党
人的初心与使命，极大激发了大家从
历史中追悟初心、到群众中担当使命
的行动自觉。

汲取信仰的力量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讲红色故事、讲革命精神”活动示范宣讲激励人心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1月2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主城区城市隧道品
质提升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
主城区共整治城市隧道（含下穿道）

208座，累计整治面积约149.2万平方
米，完成大学城隧道、双碑隧道等29
座城市隧道及下穿道照明设施整治。

据了解，我市的部分城市隧道及
下穿道存在渗水、积尘、灯光昏暗、通
讯和应急设施缺乏等突出问题。城市
管理部门正在对城区隧道和下穿道按
照统一标准装饰洞内容貌，配套相应
通讯应急设施，进一步提升隧道内灯
光照明、洞口绿化等工作。

据了解，市城市管理局按照“病害
整治先行、色彩容貌整洁、照明亮度适

中、洞口景观雅致”的原则，对主城区
内的城市隧道和下穿道（包括人行下
穿道及车行下穿道）的洞内容貌进行
整治。实施重点为城市隧道及下穿道
的侧墙、顶面、拱圈等表面整治处理。
整治内容包括对现有城市隧道和下穿
道进行洞内表面修补清理，修补破损
剥落的混凝土表面，处置各种积尘、污
渍、渗水等问题，清理侧墙加挂的各类
灯箱广告。

市市政设施运行保障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真武山隧道已完成整治工

作。“真武山隧道之前受汽车尾气影响
较大，积尘较多，有时候还有漏水问
题。”该负责人表示，整治过程中工作人
员在隧道侧墙安装起了防火装饰板，夜
间采用机械化作业清洗侧墙。“挂板之
后，墙面更加光滑，清洗效果更好。”该
负责人表示，原来清洗整个隧道侧墙需
要一周左右，现在两天可以完成。

在南坪四公里到南山方向的向黄
隧道内，市市政设施运行保障中心工
作人员正展示一种新型的清洁涂料。
他拿着一瓶黑色墨水，向新涂装的隧
道侧墙倒去。墙上瞬间沾满了黑色的
印迹，工作人员拿起一张抹布，轻轻擦
拭后，墙面立即恢复成了白色。“这是
一种新型的微纳米生物涂料，和普通
涂料比，亮度更高，洁净度更好，还降
低了清洁成本。”

灯光明亮 墙面整洁

主城区208座隧道及下穿道换新颜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11月
28日，重庆秋田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秋田齿轮公司）生产的2700套
大排量摩托车挂挡齿轮，销往意大利
以及广东、浙江等地。研制出拥有关
键核心技术的齿轮产品，是该公司党
员技术员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领衔技术攻关取得的成
效。据悉，该公司党员在主题教育中
的创新成果，预计可为公司每年增加
1.2亿元的产值。

秋田齿轮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
造、销售汽车齿轮和摩托车齿轮于一
体的民营企业，公司党委下设6个党
支部，现有党员135名。公司党委有
关负责人说，近年来，摩托车行业不
景气，让不少配套企业经营困难。主
题教育启动以后，公司党委一边组织
党员学习理论，一边给大家讲形势，
号召党员为企业、员工解难题。针对
企业、行业遇到的创新瓶颈，公司党
委开出问题清单，并让各支部认领。
公司的党员技术骨干刘太钟、陈霞、
张翼分别领取技术攻关任务。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公
司一支部党员刘太钟领到的任务是
提升大排量摩托车挂挡齿轮的精
度。“精度不够，噪声大、换挡不平稳、
发动机使用寿命也受影响。”刘太钟
说，解决该产品的位置精度问题，一
是技术创新的需要，也是改善员工工
作条件的需要。

他说，生产这个产品，以前主要
靠人工，需要加热工、镦坯工、喂料
工、喷墨工、施锤工各一人。“我们的
加热，需要温度达到1000多度，夏天
工人把料放进炉里，太热；那个喷墨
操作，几个小时下来，工人从头到脚
都是黑的……”经过攻关，该产品采
用热锻自动化技术，比如用提升机把

料放到加热炉上；喷墨通过电气控
制……目前只需要两名工人，便可
轻松操作。他说，目前公司还在技术
攻关，预计下一步，加工这个产品，将
只需要一名工人操作。富余出来的
劳动力，则转移到公司其他岗位上。

通过创新，该产品一次铸造成
型，位置精度控制在0.12毫米内，相
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小。据了
解，在技术实现突破后，美国宝马摩
托、日本本田摩托已开始大量使用该
产品。目前，意大利奥古斯塔摩托车
公司也与秋田齿轮签订协议进行技
术开发，准备将创新产品用在被称为

“摩托车中的法拉利”的高端车上。
届时，将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公
司六支部党员陈霞带领开发团队通
过技术攻关，提高大排量摩托车齿轮的
使用寿命，也让产品进一步打开市场。

公司二支部党员张翼带着同事
们一起攻关的齿轮点蚀处理技术、齿
轮和轴的联接技术也实现突破，直接
为公司赢得大量订单合同，增加了产
品销量。

公司党委负责人说，在刘太钟、陈
霞等党员带动下，公司大排量摩托挂
挡齿轮预计每年可为公司增加7000
多万元的产值；而张翼所在技术团队
的成果，预计可为公司每年增加产值
5000多万元。“在行业经济下行压力
较大的情况下，我们实现了逆势增
长，也将确保公司员工稳定增收。”

大渡口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辖区非公企业在开展主题教育
中，密切结合企业发展实际，积极发
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让主题教育开
展的过程成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提高能力、解决问题、推动企业更好
发展的过程。

重庆秋田齿轮有限责任公司把开展主题教育
同促进企业发展相结合

党员领衔技术攻关
企业产值年增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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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11月28日，秋田齿轮公司党员技术骨干在车间查看产品参数。
记者 陈国栋 摄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1月
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环卫集团
了解到，该集团近日在永川区南大
街街道黄瓜山村、代家店村打造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项目，这也是
智能生活垃圾分类箱首次走进我市
乡村。

市环卫集团人士介绍，黄瓜山
村、代家店村常住村民3700多户，不
仅居住分散，居民对垃圾分类相关政
策缺乏了解，加上分类机制不健全、
分类收运处置系统不完善等原因，在
两地推广垃圾分类困难。

为破解农村垃圾分类难的问题，
市环卫集团多管齐下，一是上月在黄
瓜山村、代家店村各配置一套四分类
可回收智能箱；二是为每户村民配备
了两分类垃圾桶，解决易腐垃圾和其
他垃圾的投放问题；三是引导村民前
往集中投放点投放有害垃圾，再运往
具有相应资质的处理机构进行处

理。为提高村民垃圾分类的知晓率，
该集团还为两村配备了3名巡检员、
10名指导员，入户宣传垃圾分类知
识。

“以前我们村的垃圾都是混装，
胡乱倒进垃圾池，天热时垃圾的味道
真让人受不了。自从开展垃圾分类
后，周边环境清爽了不少。”黄瓜山村
村民蔡树明告诉记者，智能垃圾分类
箱非常方便，上面标有塑料、纸张、金
属、玻璃四个投放口，只要刷卡、对照
图案就能正确扔垃圾，还能积分并兑
换小礼品，很多村民都喜欢上这种新
的垃圾投放方式。

据了解，市环卫集团在小区、街
道、医院、学校、农村同步推进垃圾分
类示范工作。在永川区形成我市区
县第一个城乡垃圾分类示范项目后，
该集团有意在更多区县乡镇设置可
回收智能垃圾分类箱，引导更多村民
参与垃圾分类。

市环卫集团在永川打造重庆首个城乡垃圾分类示范项目

智能生活垃圾分类箱走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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