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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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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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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针对22个
国家联合致函联合国人权高专批评中国
新疆政策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1 日
说，有关国家的致函罔顾事实真相，对中
国无端指责和攻击污蔑，公然将人权问题
政治化，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有关国家提
出严正交涉。

耿爽强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事
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在涉疆问
题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不
容任何国家和外部势力干预。面对恐怖主
义和极端主义的严峻威胁，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依法采取包括设立教培中心在内的一
系列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扭转了新疆安
全形势。新疆已经两年多没有发生暴恐事
件，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百姓安居乐业，各
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大幅提
升，衷心拥护政府的政策举措。

耿爽说，中方已邀请多批各国外交官、
媒体、专家学者等赴新疆参观访问，亲眼目
睹事实真相。他们均表示在新疆所见所闻
与西方媒体报道的情况完全不同。中方也
已向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人员发出访疆邀
请。“我们欢迎真正秉持客观、公正原则的
人来新疆走一走、看一看，但我们坚决反对
任何外部势力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据新华社上海7月 11日电 我国第
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雪龙 2”号 11 日在上海交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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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在红白相间、雄伟靓丽的“雪龙
2”号上，自然资源部举行了媒体通气会。据
介绍，“雪龙2”号建造工程由自然资源部所
属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组织实施，按照“国
内外联合设计，国内建造”的模式，由芬兰阿
克北极有限公司承担基本设计，中国船舶工
业集团公司第七〇八研究所开展详细设计，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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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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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龙2”号装备有国际先进的海洋调
查和观测设备，能实现科考系统的高度集
成和自洽，在极地冰区海洋开展物理海
洋、海洋化学、生物多样性调查等科学考
察，今后将成为我国开展极地海洋环境调
查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平台。

“雪龙 2”号交付后，将加入我国极地
考察序列，开展船载科考设备调试等工
作。在今年下半年我国开展的第 36次南
极考察任务中，“雪龙 2”号将与“雪龙”号
一起编队，共同奔赴南极中山站。

左图为“雪龙 2”号停靠在江南造船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码头。 新华社发

外交部发言人：

反对借涉疆问题
干涉中国内政

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10省区须
注意防范

据新华社北京7月 11日电 针对长
江中下游洞庭湖及鄱阳湖部分水系发生
超警以上洪水、黄河上游和珠江流域西
江发生洪水，水利部 11 日发布洪水黄色
预警，江西、湖南、广西等 10 个相关省区
和社会公众须注意防范。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黄河上游发生 2
次编号洪水，目前干流兰州段流量超过
警戒流量；珠江流域西江发生 2019年第 1
号洪水，目前洪峰正由武宣江段向梧州
江段演进；长江中下游洞庭湖及鄱阳湖
部分水系发生超警以上洪水，预计 12 日
长江中游干流九江至鄱阳湖湖口江段将
超过警戒水位，这将是今年汛期长江干
流首次出现超警戒水位。

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青海、甘
肃、宁夏、内蒙古、广西、广东、江西、湖
南、安徽、江苏等相关省区和社会公众须
注意防范。

专家：4G催生移动支付

5G将催生多种新业态面世
新华社北京 7月 11日电“4G 催生

移动支付、短视频，而未来移动通信新业
态不是人们预先规划的，5G 还会催生现
在想象不到的多种业态。”在 7 月 9 日至
11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 2019中国
互联网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
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谈起了 5G将给社
会带来的改变。

“中国从 1994 年实现全功能接入国
际互联网，从初创时期的艰难爬升到科
技赋能，助力全产业链升级，中国互联网
产业走过了不寻常的 25 年。”邬贺铨说，
当前，工业互联网等新兴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增强与完善，从“互联网+”升级到

“智能+”，新技术、新业务、新模式不断出
现，新动能正构建新生态。

邬贺铨认为，5G 商用使互联网进一
步发展，通过云化、虚拟化、互联网化等
多种模式相结合，5G 将引领网络技术整
体创新。

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研究员钱华林看来，5G将推动物联网、工
业互联网、AI、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快
速发展。同时，5G 的出现还会增强对实

体经济的影响，会极大促进制造业自动
化、智能化、规模化等，满足不同用户的
个性化需求。

“‘5G+VR+AR’将会在视频、游戏、
直播、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广泛应
用。”邬贺铨举例说，比如，过去培养一
名外科医生上手术台需 10 年时间，现在
通过 VR、AR 辅助接口手术可大大缩短
时间。同时，5G 的低时延、高宽带、大连
接等特点，也适用于工业应用，可以用在
电网、港口、炼油厂、建筑公司、飞机厂、
钢铁厂、机械加工等。“比如一个本不会
修汽车的人，佩戴 VR 眼镜后，就知道每
一步该怎么操作。”邬贺铨说，此外，车
联网也是 5G 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估计
到 2020年 5G进入大范围商用，车联网比
例也会相应提升，利用 5G 将带来汽车电
子及车联网服务等。

钱华林认为，几年的时间内，人们就
能看到 5G 带来的很多创新性成果。“5G
的出现，将使智能驾驶、人工智能、机器
人等获得飞速发展；还将促进网络融合
及各种技术融合，催生互联网新的应用
面世。”他说。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 10日电 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 10 日宣布，对法国政府
提议的数字服务税发起“301 调查”。这
是继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美
欧航空补贴争端升级后，美欧经贸摩擦
扩大化的又一案例。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
说，法国政府拟征的数字服务税“不公
平”地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美国贸易代
表莱特希泽表示，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
此进行调查，“判定它是否具有歧视性，
是否不合理，是否给美国企业带来负担
或限制”。

今年 3月初，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
鲁诺·勒梅尔提交了一份征收数字服务
税的法律草案，拟对谷歌、亚马逊、脸书
等 30余家全球互联网巨头征收数字服务
税。法国国民议会已于上周通过征税法
案，法国参议院也将于 11日进行投票。

法案生效后，全球数字业务年营业
收入超过 7.5亿欧元（约合 8.4亿美元）和
在法国境内年营业收入超过 2500万欧元
（约合 2814 万美元）的企业将被征收 3%
的数字服务税。对这些互联网巨头在法

营业收入征税预计将给法国政府每年带
来 5亿欧元(约合 5.63亿美元)收入。

根据美国《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
款，美国对法国数字服务税启动“301 调
查”后，双方将首先寻求磋商，如果磋商不
能达成一致，美国可能会对从法国进口的
产品采取加征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

此外，美欧围绕航空补贴的贸易争
端已经持续 15 年，近来又发酵升级。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7 月 1 日发布拟对欧
盟产品加征关税的“补充清单”，涉及奶
制品、橄榄和威士忌酒等约 40 亿美元欧
盟输美产品。

美方称，这是针对欧盟航空补贴采
取的关税反制措施的一部分。4月，美国
已经宣布了拟对欧盟输美产品加税的

“初步清单”，涉及价值约 210亿美元欧盟
输美产品。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美法数字服务
税之争将进一步加大美欧解决贸易争端
的难度，双方贸易谈判前景愈加不明。
此前欧盟就已警告，如果美国对欧盟产
品采取进一步贸易限制措施，欧盟将单
方面终止与美国的贸易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