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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晓轩：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
重庆日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佚名

重庆市綦江区与贵州省遵义市山水相连，地相近，人相亲。

多年来，两地政协建立了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工作机

制。为进一步增进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

年来两地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丰硕成果，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两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两地地方特色文化，促进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建设的

深入推进，綦江区政协书画院经与遵义市政协书画院联系商议，

联合举办“地相近·人相亲”—2020年迎春书画联展。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政协贵州省遵义市委员会

政协重庆市綦江区委员会

承办单位：贵州省遵义市政协书画院

重庆市綦江区政协书画院

二、联展的时间和地点

2020年1月上旬（重庆市綦江区“两会”期间），在重庆市綦江

区南州广场举行首展开幕式，并展览3天（具体时间待定），邀请

贵州省遵义市政协相关人员参加开幕式。

首展结束后，展览作品移送到贵州省遵义市政协展览，展览

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三、作品要求

（一）作品内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聚焦中国梦，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及两

地自然风光和人文风貌；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抵制低俗、

庸俗、媚俗，深刻反映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二）作品种类：各类书法绘画作品。其中：书法作品仅限毛

笔，书体不限。绘画作品以国画为主，工笔画、油画和水粉均可。

（三）作品规模：重庆市綦江区政协书画院和贵州省遵义市政

协书画院各选书画作品50件，共100件。

（四）作品尺寸：书画作品：尺寸统一为四尺整张（136×

68cm），统一为竖式。篆刻作品：提供作品印屏，须附印边款两枚，

尺寸为136×34cm（四尺对裁）。

（五）参展作品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及职务，联系电话。

（六）作品展览后退还作者。

（七）投稿作品不可有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问

题，因作品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作者本人承担。

（八）凡投送作品的作者，主办单位均视为同意并遵守以上约

定。

四、征稿要求

（一）征稿时间：从即日起至2019年12月10日。以收到作品

日期为准。

（二）征稿对象：两地政协书画院会员，政协委员，政协参加单

位，政协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书画爱好者。

（三）投稿地址：

1、重庆市綦江区参展的书画作品请交：重庆市綦江区政协书

画院创作基地“贤来书院”---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沙溪路37

号。

联系人：唐生艮；电话：13618333896。

2、贵州省遵义市参展的书画作品由贵州省遵义市政协书画

院组织办理。

2019年11月18日

政协贵州省遵义市委员会
政协重庆市綦江区委员会
关于举办“地相近·人相亲”

2020年迎春书画联展的征稿启事

重庆市綦江区教育委员会
关于我区国家级和市级中小学生社会

实践教育基地名单的通告
教育部办公厅于2017、2018年分别公布了两批共581个全国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40个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

营地名单，其中重庆市乐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博园）是我区唯

一的国家级研学实践基地。其它国家级实践教育基地和实践教

育营地名单见教基厅函[2017]50号和教基厅函[2018]84号，可在

国家教育部官方网站查询。

重庆市教委于2016、2017、2018年分别公布了四批共124个

市级中小学生实践教育基地名单，其中“乐其·重庆农博园”、“綦

江区罗家社会实践教育基地”、“舒湖香村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基

地”、“NO.1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和“綦江春灯文化学生实

践教育体验基地”是我区已获审批的五家市级教育实践基地。其

它市级教育实践基地名单分别见渝教基发[2016]93号、渝教基发

[2017]18号、渝教基发[2018]1号、渝教基发[2018]29号，可在重庆

市教委网站查询。

按照教基一[2016]8号文件要求，全区各中小学要结合实际，

把研学旅行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促进研学旅行和学校课程有

机融合，避免“只旅不学”或“只学不旅”现象。学校要根据教育教

学计划灵活安排研学旅行时间，一般安排在小学四到六年级、初

中一到二年级、高中一到二年级，尽量错开旅游高峰期。各学校

根据学段特点和地域特色，逐步建立小学阶段以乡土乡情为主、

初中阶段以区情市情为主、高中阶段以市情国情为主的研学旅行

活动课程体系。

特此通告

重庆市綦江区教育委员会

2019年11月19日

在重庆红岩魂陈列馆里，珍藏着

一张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的字条，这张

字条上面写着4个字“宁关不屈”，字里

行间透露出革命者的斗志和决心。

这张字条的书写者，就是小说《红

岩》中许云峰、齐晓轩的原型——许晓

轩。“宁关不屈”这4个字，是在怎样的

情况下书写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

事？11月14日，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

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在接

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道出了其中

的缘由。

深入一线
帮助基层党组织恢复活动

许晓轩，又名永安，1916 年 11 月

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少时因生活所

迫中途辍学，到当地一钱庄当学徒。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到抗日

救亡的洪流中。1935年到无锡公益铁

工厂当会计，组织“青年读书会”，参加

抗日救亡组织“无锡学社”。卢沟桥事

变后，许晓轩随公益铁工厂迁至重

庆。1938年初，经救国会负责人沙千

里介绍，许晓轩结识了青年职业互助

会的党团书记杨修范，并参加了互助

会的活动。1938 年 5 月，经杨修范介

绍，许晓轩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青年

职业互助会的党团成员。

入党后，许晓轩先后在复兴铁厂、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

社等处工作，还曾在沙坪坝开过青年

书店，并以此类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

党的工作。

1938 年 8 月，中共川东特委青委

决定创办《青年生活》月刊，由许晓轩

负责编辑和发行工作。每期稿件编好

后，由他送到《新蜀报》或《商务日报》

印刷厂排印。在编印刊物期间，许晓

轩撰写了《寒衣运动在重庆》等多篇文

章，现由重庆北碚图书馆收藏的《青年

生活》上，几乎每期都有许晓轩的名

字。

1939 年春，许晓轩任中共川东特

委青委委员、宣传部长，1940年春调任

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王浩介

绍，许晓轩经常深入工厂、学校发动群

众开展地下斗争。

拒绝亲人营救
帮助难友成功越狱

1940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许晓

轩被捕入狱，囚于重庆望龙门看守

所。当时特务提出只要许晓轩在悔过

书上签字，就可以释放他。许晓轩斩

钉截铁地回答说：“要枪毙请便，要我

签字休想！”随后便被转囚至白公馆监

狱。

在得知亲人正在设法营救自己

时，许晓轩用铅笔在一张包香烟的薄

纸上写上“宁关不屈”四个字托人捎

出，以向党和亲人表达自己坚贞不屈

的革命意志和斗争到底的决心。1941

年10月，许晓轩又被转入贵州息烽集

中营。

王浩介绍，国民党军统内部称重

庆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白公馆为

“中学”，息烽集中营为“大学”。短短

一年多时间，许晓轩就被升到了“大

学”。

在息烽集中营，国民党特务称牢

房为斋房，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命

名。囚犯在监狱里不准用真实姓名，

一律用号码来代替名字。

许晓轩先是被关在“信斋”，编号

302，后与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囚于“忠

斋”。狱中，他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

机智勇敢，多次挫败敌人阴谋。许晓

轩还协助罗世文等人成立了中共狱中

秘密支部，作为支部核心成员，参与领

导狱中斗争。

“许晓轩在狱中威信很高，难友们

都尊敬他。”王浩说，每当危难的时候，

许晓轩就鼓励大家：“越是关键的时

刻，我们越要叫敌人知道，共产党人是

不可动摇的。”

1946年，息烽集中营撤销，许晓轩

等72人又被转囚到重庆白公馆监狱。

由于斗争的需要，在罗世文和车耀先

被特务杀害后，许晓轩与谭沈明、韩子

栋重新成立了中共狱中临时支部，许

晓轩任支部书记。

为保存革命力量，经临时支部研

究决定，组织难友瞅准时机越狱逃跑，

能跑一个算一个，谁有机会谁先跑。

许晓轩等人考虑到韩子栋当时在狱中

为小卖部和伙食团干杂活，有机会逃

走，于是让他做好一切准备。

韩子栋利用进出监狱的机会，画

了一张道路、壕沟、岗哨等监狱四周环

境的简图交给许晓轩，并将他在狱中

积存的钱换成了现钞。随后，他们商

量了越狱的具体办法。1947年8月18

日，韩子栋利用上街买菜的机会机智

逃脱，并历经艰辛到了延安。此后，许

晓轩还曾和李子伯等筹划过集体越

狱，因条件不成熟未能实现。

用生命和热血
书写对共产党事业的坚定执着

一次，狱友宣灏在阅读传递《挺进

报》白公馆版的纸条时，被看守长杨进

兴当场抓住并严刑拷打，追问纸条上

的消息是从哪里来？是谁写的？

紧急关头，许晓轩毅然挺身而出，

承认纸条是他写的。敌人问他消息来

源，许晓轩说是在杨进兴办公室里的

报纸上看到的。之所以这么笃定，是

因为许晓轩知道宣灏传递的消息，是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东北军将领

黄显声将军看报后传出的，当然能在

杨进兴办公室里的报上找到。这事要

是传出去，杨进兴也吃罪不起，只好不

了了之。

敌人见硬的不行，便改用软的花

招，许诺让许晓轩当会计，并诱以高额

津贴。但他却回答说：“我对倒马桶、

洗茅房很有兴趣。”又有一次，白公馆

看守所所长丁敏之说：“我们打算释放

你，并介绍你去教书。”许晓轩却回答：

“先无条件放出去，再谈工作吧！”

在狱中，敌人曾要许晓轩保证不

越狱逃跑，被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和威

逼利诱，许晓轩始终大义凛然，坚强不

屈。后来许晓轩被罚戴重镣，在烈日

下做苦工，被关在终日不见阳光的地

牢里。

1949年11月27日，杨进兴在牢门

外大喊：“许晓轩出来！”许晓轩知道自

己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他从容不迫

地走向刑场，敌人扣动扳机，许晓轩英

勇就义，年仅33岁。

王浩表示，许晓轩用生命和热血

书写了对党的事业的坚定执着。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执着，就是英雄模范们

都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

阵、顽强拼搏，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

干，为国为民奉献的志向坚定不移，对

事业的坚守无怨无悔，为民族复兴拼

搏奋斗的赤子之心始终不改。我们要

学习许晓轩等革命先烈的坚定执着精

神，对信念永不动摇，对目标永不放

弃，对困难永不低头，为党和人民的事

业作出贡献。

据11月15日《重庆日报》

许晓轩 许晓轩在狱中写下的“宁关不屈”。（本组图片由红岩联线管理中心提供）

本报讯（记者 黄辰辰）“祝你生日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11月13日，古

南街道卫生院内科病房里传出阵阵歌

声，原来是该医院内科医务人员，正在为

92岁高龄患者李婆婆送去生日祝福。

据了解，李婆婆因患冠心病到北街

古南街道卫生院内科住院，11月13是她

的生日，但她的儿子因工作原因无法陪

她一起过生日。该科室医务人员了解情

况后，自发组织陪老人过生日。

病床上的李婆婆看到大家贴心为自

己过生日，既高兴又感动，满脸笑容：“谢

谢你们，陪我度过了一个特殊难忘的92

岁生日。”李婆婆还轻唱了一首《白衣战

士》送给全体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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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里的生日 古南街道卫生院供图

晨曦中，太阳透过薄雾徐徐升起，照射在南州大地，让秋日的綦城愈加美丽。图为东部

新城一角。 通讯员 周禹言 摄

秋日晨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