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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污水处理短板
境内河流水质全面提升

1927 年初，北伐军占领南京，英帝

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炮击南京，制造了

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中共重庆地方执

行委员会决定于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

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帝国主义炮击南

京市民大会”，漆南薰被推选为大会主席

团总主席。当天上午11时许，各界群众

两万余人进入会场。国民党反动派封锁

会场进行镇压，打死 137 人，打伤千余

人。漆南薰不幸中弹受伤，在群众的掩

护下从城垛跳下，被埋伏的暴徒捉住，拖

至两路口，被他们残忍地剖腹、敲牙、腰

斩数段。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重庆“三·三

一”惨案。

“此时，漆南薰的侄子漆鲁鱼正在日

本东京医学专科学校留学，从报纸上得

知惨案真相和四叔的遇难细节后，漆鲁

鱼学医救国的梦想被击碎了。”12 月 16

日，中共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编研科科

长钟治德，向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漆鲁

鱼万里寻党的故事。

他决定步行回到上海，等待
党组织重新安排工作，数月的风
餐露宿，回到上海已和乞丐差不
多了

漆鲁鱼，重庆江津人。在日本，他参

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东京的外围组织“中

国留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和“青年艺术

家联盟”，深受当时在日本的郭沫若、夏

衍等人的影响。

1928 年 7 月，学业期满的漆鲁鱼从

日本归国，他谢绝成都、重庆等城市大医

院的聘请，回到老家江津李市坝开办了

一家私人小诊所，以此掩护革命活动。

1929 年 10 月，漆鲁鱼成为中共正式党

员，担任中共江津李市支部宣传干事。

1930年1月，江津党组织遭到破坏，

漆鲁鱼被组织安排到上海开展党的秘密

工作，公开身份依然是医生。这年8月

的一天夜晚，漆鲁鱼在张贴标语时，被跟

踪的暗探抓捕，遭到严刑拷打，但漆鲁鱼

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最终以

“聚众写宣传标语的共党嫌疑”被判刑一

年。

1931年8月，漆鲁鱼刑满出狱，经严

格审查后，上海党组织安排他到鄂豫皖

根据地工作，当他抵达后才知道部队已

经转移了。上海党组织提供给他的仅是

单面路费，漆鲁鱼决定步行回上海，等待

党组织重新安排工作。一路上，漆鲁鱼

不得不乞讨。这是漆鲁鱼的第一次“乞

丐生涯”。1932 年初，漆鲁鱼终于回到

上海，数月的风餐露宿，他已经和乞丐差

不多了。

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我党的活动处于沉寂的地下状
态，他找了几处过去的联络点都
无果，再次成为乞丐

钟治德介绍，党组织对漆鲁鱼再度

进行了严格审查后，决定派他到广东汕

头筹建党中央和江西中央苏区的秘密联

络站“中法药房汕头分行”。在汕头，他

默默为党工作了两年多。1934年4月，

他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回到瑞金，受到李

维汉和陈云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后出任

中央苏区卫生部保健局局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

进行战略大转移。因陈毅等同志负伤严

重，漆鲁鱼便留下来担任江西军区卫生

部部长，护理陈毅等负伤同志。1935年

卫生部随红二十四师转战，在江西寻乌

遭数倍之敌重围，漆鲁鱼率领医务人员

参加突围战斗，弹药耗尽，不幸被俘。被

俘后，他机智冒充被我军击毙的国民党

军医李晓初，说自己是被迫留在红军中，

敌人查验后确有李晓初其人，便将漆鲁

鱼释放了。

“漆鲁鱼获释后，身无分文，但他下

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党。”钟治德称，漆鲁

鱼从瑞金启程，经会昌、寻乌、定南、兴

宁，再南下，辗转跋涉来到汕头，却得知

联络站早已撤销。于是，他决定找机会

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他在汕头一直等到1935年8月底，

裹着从江西穿出来的老棉衣，身上长满

虱子，万幸有家难民救济机构把他收容

了，总算一天能喝上三顿稀粥。因为漆

鲁鱼会说上海话，汕头方面便把他当成

上海难民，安排在一只货船的底舱里，过

了很多天，终于到了上海。此时，上海笼

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我党的活动处于沉

寂的地下状态，他找了几处过去的联络

点都无果。身无分文，举目无亲，漆鲁鱼

又一次沦为乞丐。

学习漆鲁鱼同志心中有党、
一心向党的精神

1935 年 11 月初，他病卧街头、奄奄

一息之时，一位行色匆匆的路人停留下

来，对他审视良久后招来一辆黄包车，把

他送进医院抢救。

“这位救了漆鲁鱼的人，是漆鲁鱼在

闸北工作时的同志何鸣九。”钟治德称，

何鸣九告诉漆鲁鱼，他也和党组织失去

了联系，但漆鲁鱼的堂兄漆相衡来上海

做了教授。漆鲁鱼知道堂兄也是中共党

员，但当他找到了漆相衡时，漆相衡却在

残酷的斗争现实面前脱了党，只安心做

教授。漆相衡“忠告”漆鲁鱼，希望他公

开登报脱离中共，凭借他留学的背景和

精湛的医术，就能留在上海教书。

堂兄的一席话让漆鲁鱼十分失望，

不辞而别，从上海辗转回到重庆江津老

家，渴盼在家乡找到党组织。谁知自从

他1930年离开家乡后，江津的党组织一

再遭到破坏，漆鲁鱼根本联系不上党组

织。

1936年初春，漆鲁鱼到重庆寻找党

组织。他始终抱着一个信念：不能坐等

党组织来找自己，只有自己行动起来，才

能回到党的怀抱。

漆鲁鱼发现重庆本地的《新蜀报》是

中立的，《商务日报》是进步的。于是他

便投“文”问路。不久，漆鲁鱼成为《商务

日报》评论专栏作者，《新蜀报》特聘他担

任国际新闻评论编辑，漆鲁鱼的知名度

越来越高，被重庆救国联合会推选为总

务干事。

漆鲁鱼在重庆的积极主动工作引起

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36年10月，中央

特派员张曙时到重庆与漆鲁鱼取得联

系，恢复了他的党籍，建立了中共重庆干

部小组，漆鲁鱼任组长。重庆干部小组

是重庆自 1935 年党组织被破坏后建立

的第一个党组织。这年冬天，党中央从

延安派邹风平、廖志高和《新华日报》成

都办事处负责人罗世文，成立了中共四

川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经省工

委批准，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共重庆市

工委，任命漆鲁鱼为中共重庆市工委书

记。

新中国成立后，漆鲁鱼先后担任西

南出版局副局长、西南文教委员会秘书

长、国家卫生部部长助理、成都市副市

长、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漆鲁鱼不畏艰辛、万里寻党的故事

令人感动。”钟治德说，今天，我们要学习

漆鲁鱼同志心中有党、一心向党的精神，

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

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

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为党的事业不懈

奋斗。

据2019年12月18日《重庆日报》

漆鲁鱼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漆鲁鱼：
风餐露宿 万里寻党

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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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不是要

故意“为难”企业，而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必由之路。2019年，我

区就正确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监

管与服务的关系，实施系列专项

行动，积极惠民生促发展，全区

呈现出经济增长稳中有进与环

境质量不断改善的良好局面。

一个个烧烤摊不再“抛头露

面”，刺鼻的油烟不再漫天飞

舞。居民生活环境更加干净整

洁，群众幸福感进一步得到提

升。近日，城区各大门店中多了

许多烧烤店。然而，在去年2月

以前，这些烧烤店还是游荡在各

条主次干道上的露天摊点。

“以前九龙广场到千山美林

小区大门这段人行道上有六七

家烧烤摊，烧烤摊产生的垃圾多

且不好清理，让我们很头痛。”对

于露天烧烤摊的影响，环卫工人

杨克群深有感触。

为了解决城区露天烧烤造

成的市容秩序混乱、经营扰民等

问题，我区制定了《城区夜市经

营专项整治方案》，对露天烧烤

占道经营进行整治。2019 年 2

月20日，我区为期1个月的露天

烧烤取缔整治正式启动，开始对

城区所有露天烧烤的夜市经营

户进行取缔。

由于前期宣传到位，经营户

十分理解和配合，目前城区所有

露天烧烤经营户均已完成整改，

全部入店经营，环境卫生得到改

善，不少经营户的生意是越来越

好。“自从露天烧烤取缔整治后，

我们晚上再也不用紧闭窗户，睡

觉也睡得更好了。”家住千山美

林小区的居民熊卓高兴地说。

除了整治露天烧烤，我区还

对餐饮油烟扰民等问题进行了

整治，积极引导督促餐饮服务单

位完善相关污染防治设施。目

前，老城区、开发区等区域餐馆

未建设专用烟道的餐馆，都在区

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的协调和

楼栋居民的同意下，自行安装专

用烟道，解决了不少餐馆油烟扰

民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对群众关注

的餐厨垃圾等进行了治理。”区

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严格落实“三限、三有、三控”

措施。目前，全区所有餐饮单位

的餐厨垃圾、泔水都进行统一收

运和集中处理，为促进当地商贸

业等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实施系列专项行动
积极惠民生促发展

聚焦环境问题 抓整改补短板见实效

2019年是綦江生态保护史上重要的一年。区生态环境局与相关部门和街镇密切配合，凝心聚力全面推进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行动计划、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整改各级环保督察反馈意见等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去年，我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321 天，同 2018 年相比增加 4 天，PM10、PM2.5、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分别下降

11.5%、14%、10.5%；綦江河北渡断面、蒲河寨溪断面两个国控考核断面年平均水质达到Ⅱ类标准，稳定保持出境水质优

于入境水质，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永新镇文家坝是一个

撤并的老乡场，在此居住

的群众仍有 300 多人。由

于其污水管网建设时间较

长，标准较低，一段时间以

来，管网都无法有效地接

入现今的污水处理厂。加

上前期遇到洪水等原因，

其管网破损严重，导致老

乡场部分污水都直排到附

近的三岔河，对河流水质

产生的影响，群众反映较

为强烈。

为了解决类似文家坝

等 地 的 污 水 直 排 问 题 ，

2019 年，我区将补齐污水

处理短板作为了改善境内

河流水质工作的重中之

重，投入资金对全区的低

标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升

级，并完善各类污水管网。

去年9月，我区投入50

多万元，开始对文家坝污

水管网进行改造，当地居

民积极支持，不仅自发组

建工程监督队伍，还主动

为施工提供便利，对占用

自家少量土地等没有说一

个“不”字。就这样，短短

半个月时间，文家坝就新

建污水主管道 1400 多米，

入户管网 1320 米，将文家

坝的污水全部接入了污水

处理厂，一举改变了当地

污水直排对三岔河的污

染。

“现在好了，再也不会

污水横流，周边环境是大

大改善，我们住在这也放

心舒心了。”居民刘秀清高

兴地说。

而这样的改变，在綦

江 可 以 说 是 随 处 可 见 。

2019 年，綦江城市污水处

理厂一级A提标改造工程

建成，垃圾填埋场渗滤液

处置场投运，街镇污水处

理厂技术工艺改造推进 9

座建成6座，城市污水管网

和农村污水管网分别新建

8.4公里、26.1公里，农村环

境综合治理涵盖行政村17

个。

一项项工程的竣工、

一个个短板的补齐，为綦

江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

供坚实基础和有力支撑。

据监测，2019年，我们境内

河流水质全面提升，其中，

綦江河北渡断面、蒲河寨

溪断面两个国控考核断面

年平均水质达到Ⅱ类标

准。

环境好不好，群众感受最

深。在过去的一年，綦江就紧紧

聚焦群众反映的突出环境问题，

狠抓整治，并着力建立长效机

制，着力还群众一个碧水蓝天。

目前，綦江区第一轮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意见24条整改措施

已销号 22 条，25 个具体问题已

销号 23 个；全市环保集中督察

反馈问题 57 个已整改销号 51

个；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群

众投诉 34 个已销号 30 个，立案

处罚企业 13 家，罚款金额 73.7

万元；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

馈意见中 34 个涉自然保护区

“两不愁三保障”扶贫项目逐一

落实。通过有力有序整改环境

突出问题，有效弥补该区生态环

境短板和弱项。

南部的打通镇等地，是传统

的产煤区域。通过前期的治理，

我区对一些小型煤矿进行了关

闭，对大型煤矿，也严格按照要

求和规定，引导其建立了煤矸石

堆场等环保设施。但一些企业

仍然存在侥幸心理，采用“打游

击”的方式，利用夜间随意堆放

煤矸石，对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环

境造成了影响。

在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期间，就有群众投诉反映

打通镇金鸡岩瓦斯罐周边、金鸡

岩棚户区空地、干打垒公路边等

区域，有企业进行煤矸石堆放，

影响了周边环境。

接到群众投诉后，我区高度

重视，经现场核查，发现存在 3

处约1.5万吨煤矸石堆场扬尘、

雨水等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存

在污染环境问题。对此，我区立

即明确目标任务，强化工作措

施，系统有序进行边督边改工

作。对两家企业存在的违规问

题，按照相关环保政策规定，进

行了行政处罚，并督促企业按照

“一案一策”进行限时整改，短短

几天时间，就完成了违规堆放煤

矸石的清理工作。

不仅如此，我区还抽调部

门、乡镇精干人员，建立起常规

巡查和责任倒逼等长效机制，以

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

当地投诉群众在得到答复

并查看现场后，对政府的立说立

行竖起了大拇指：“政府行动很

迅速，对环境保护的态度也很满

意。今后，我们就不再为环境操

心了，相信政府肯定能越做越

好，生态环境也会越来越好。”

聚焦突出环境问题
抓好整改建起机制

水天一色 通讯员 陈宗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