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小我就有一个海洋梦，幻想自

己变成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鱼，在海洋

里遨游，我终于圆梦了。

学校组织同学们去海洋公园玩，

我们都兴奋极了，在车上叽叽喳喳的

讨论着，像藏了一窝小麻雀。有的同

学构想着自己的游玩计划，有的同学

激动地分享着自己的想象画面，还有

的热火朝天地谈论着自己了解的海洋

知识，一路上热热闹闹，欢声笑语。

在我们的欢乐中，很快就到达了

海洋公园。一下车，一座海豚形的大

门映入眼帘，那鲜艳的色彩，活灵活现

的样子，一下子吸引了许多同学。我

们像古代士兵一般，雄赳赳气昂昂向

海洋公园走去。

第一站是大洋站。穿过黑黑的走

廊，一下子开阔了许多，仿佛置身于海

洋之中。无数海洋生物隔着一层玻璃

游来游去，有凶猛的鲨鱼，瞧瞧它那冒

着森光的眼睛，那尖利的牙齿，一看就

是海中霸主的气势；有背着厚厚龟壳

的大海龟，它不紧不慢，许多鱼儿从它

身边游过，它就像慈祥的老爷爷一般；

有身体庞大的魔鬼鱼，它那遮天蔽日

的身体，一下子盖住了许多许多小鱼

儿，它那小小的眼睛，特别有趣；还有

那些可爱的小东西——水母，说它是

小东西也是不太确切，它大的有半米

多长，长得真是太粗旷了！小的呢，只

有指头大小，晶莹剔透，可爱极了。

在经得老师的同意后，我们争先

恐后地涌向水池边，都想去摸一摸小

水母。水母不会游动，只能依靠水的

流动而运动，我小心翼翼地捧起一只

小水母，不敢将它拿起，只能轻轻戳一

下，软软的，像是最最松软的棉花一

般。

在各色的展览厅中，我见到了许

多不同形状的水母，有的小小巧巧，像

是一团水珠，各色灯光照在它的身上，

显得格外美丽。有的水母则像一块巨

大的蘑菇，在水中显得非常有存在感，

看起来有些吓人。还有一种澳洲斑点

水母，身子晶莹无比，但上面有着浅蓝

色的斑点，远观就像斑点在水中游动。

离开了大洋站，便来到了雨林大

剧院。暗红色的幕布一拉开，眼前的

景象让我们不由得

惊叹：成千上万只鱼

儿在水里游动着，显

得既悠闲又自在，有

小丑鱼，有铅笔鱼，

更多的是说不出名

字的各种鱼类。一

位嘉宾的到来，让我

们惊喜不已，它就是

可爱的海豹。

这只小海豹叫

詹姆，它一上台便向

我们挥挥手，鞠了个

躬，真有礼貌。这只

小海豹一看就是大

明星的派头，一举一

动 都 颇 有 明 星 风

范。它在饲养员的引导下，给我们模

仿了企鹅走路的模样，那一摇一摆的

样子，真是像极了。它可是多才多艺

的，它将两只后腿高高翘起，给我们做

了个完美的倒立，鼻子上还顶了个球，

真厉害。詹姆腾空而起，以极其优美

的姿态跃入水中，就像一位专业的跳

水运动员，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弧线，詹

姆在水中游了一段距离后，飞身而起，

来了一个完美的后空翻，引得我们尖

叫连连。真不愧是我们的大明星詹

姆！表演完毕，詹姆给我们行了一个

礼，那模样，活像一位翩翩有礼的绅

士。

詹姆下场后，观众席上爆发出更

加热烈的惊叹声，在幕布后的巨大水

池中，几个身穿芭蕾舞服的女子跳起

了水中芭蕾，只见她们身姿绰约，在水

中划出了一道道优美的波纹。她们在

水中旋转着，像是精灵一般。她们海

藻般的长发随着水流动着，更显得她

们像是海底深处的美人鱼。她们双手

高高举起，修长的双腿并拢着，轻轻的

耸动着，美不胜收，令我们赞不绝口。

这次海洋公园之行，不仅让我圆

了梦，更让我真正接触到了海洋，真想

再去一次啊！

傅烈 （资料图片）

傅烈：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重庆日报记者 黄琪奥 通讯员 史甲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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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 3 月 9 日，中共巴县县

委成立大会在重庆城区的兴隆巷8

号一幢灰色小楼里举行。下午两

点，前来主持会议的傅烈刚走进房

内不久，就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

声。有人在外面大喊：“收捐！收

捐！”随后，一群警察闯进屋内，将正

在开会的所有人带走。

“这就是发生在重庆的四川党

史上著名的‘兴隆巷事件’，中共四

川省委书记傅烈在此次事件中被

捕，24天后英勇牺牲。”11月18日，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

副主任黎余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

临危受命，入川重建党组织

史料记载，傅烈1899年出生于

江西省临川县上顿渡镇的一个小商

人家庭，因其聪明好学，成绩优良，

18 岁时考入九江南伟烈教会大学

学习英语，期间听到十月革命胜利

的消息，受到极大鼓舞。1920 年 5

月他赴法国勤工俭学，不久参加由

李维汉、李富春发起组织的“工学世

界社”，成为第一批社员。

“也就是在法国，傅烈走上了革

命的道路。”黎余介绍，傅烈在留法

勤工俭学期间结识了周恩来、邓小

平、蔡和森、赵世炎等一批共产主义

者，并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

党。“后来，傅烈又被派往苏联东方

劳动大学学习，毕业后回国参加了

北伐战争并担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

部部长。”

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杨

闇公、冉钧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

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

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在

‘八七会议’后，决定派得力干部到

四川重建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黎余介绍，当时已调到中共中央军

委工作的傅烈被派入川，担负起了

重建四川党组织的重任。

严明纪律，党组织不断壮大

傅烈经武汉入川后，曾先后化

名贺泽、喻伯凯等，与周贡植等人一

起，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形势下，将共

产党员重新组织起来，开创新的工

作局面。

在傅烈等人的不懈努力下，

1927 年 8 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

重庆神仙口街的一个院子里成立；

10 月，四川临时省委召开紧急会

议，傅烈在会上对过去党内思想和

组织上出现的散漫现象提出严肃批

评，并作出严明的纪律规定，以“特

别通信第一号”的形式通告四川各

地党组织和党员同志，有效增强了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意识和纪

律意识，为巩固和发展全川党组织

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傅烈的领导下，四川党组织

也开始快速发展，截至1927年12月

底，整个四川的共产党员已经发展

到 600 多人，成立了 2 个市委、8 个

县委和10个特支。

“在党组织壮大的同时，四川的

革命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黎余

说，1928年2月，四川临时省委扩大

会议选出了第一届正式的中共四川

省委，傅烈当选为省委书记兼军委

书记，讨论并通过了《四川暴动行动

大纲》。

之后不久，在四川省委的领导

下，南溪、宜宾、涪陵、潼南、万县、绵

竹、武隆、丰都等地先后爆发武装暴

动，整个四川的革命形势为之一新。

“拼将七尺男儿血，争得
神州遍地红”

“‘兴隆巷事件’的发生，其实是

一场意外。”黎余说，傅烈来参加巴

县县委成立大会，主要是为了指导

下一步工作，但没想到刚刚进门，就

遇到文章开头所描述的场景。

“当时，警察进门后，就大叫着

收‘公巡捐’（即警察巡逻的费用，属

当年军阀苛捐杂税中的一种）。但

进屋后，看到屋里坐了这么多人，以

为是聚众赌博，于是马上堵住门喊

‘抓赌’，并吹口笛引来了更多的警

察。”黎余说。

“最初，开会的人中有人想起身

反抗，但傅烈却示意大家不要鲁莽

行事，他以为只要不搜出赌博的证

据，警察就会离开。”黎余介绍，但傅

烈没想到的是，负责保管党组织文

件的黄中元看外面形势紧张，就在

几天前刚把文件都转移到这间屋

内。

“很快，党组织的名册、文件、传

单、刊物、资料等都被当场搜出。在

场 9 人全部被捕。”黎余说，之后军

警在全城戒严，继续搜捕，又根据缴

获的名册抓到1名共产党人。

10日下午，傅烈被移送到重庆

卫戍司令部，由重庆警备司令王陵

基亲自审讯。敌人起初以金钱和官

位引诱，企图软化和收买傅烈，都遭

到了怒斥和拒绝。敌人恼羞成怒，

凶狠地对傅烈施以酷刑，王陵基问：

“你不怕死？”傅烈大义凛然地回答：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同党

有多少？”“全四川人都是！”

关押期间，傅烈经受了敌人的

种种酷刑，但他仍斩钉截铁地说：

“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

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在狱中，

傅烈还经常与难友们一起高唱《国

际歌》等革命歌曲。据当时刘湘军

部的一些参谋、秘书人员说：“一个

江西口音的（即傅烈）人最顽强。”

“傅烈曾在狱中对其他被捕的

同志说‘要统一口径，称作商人，要

坚强，用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

他还两次通过探监的地下党员送信

给党组织，告诉需要转移的材料和

自己牺牲后的工作安排。”黎余说。

傅烈在狱中写下了两封家信。

其中一封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这

次牺牲并不出于意外，父亲不必过

于悲伤……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

家庭的地方，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

伤。我不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

理解（我）的。”另一封给妻子陈才用

的信中则写道：“你是知道我怎样死

的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

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

斗到底。”他还在这封信中赋诗：“拼

将七尺男儿血，争得神州遍地红。”

1928 年 4 月 3 日，年仅 29 岁的

傅烈在重庆朝天门英勇就义。

黎余表示，傅烈用自己的生命

为共产党员们作出了表率，我们每

一位党员干部都应该向傅烈等革命

先辈学习，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

秘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党忠贞

不渝，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

自己的力量。

据11月20日《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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