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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区第七届房交会 开幕
1月1日至3月31日，个人下单购房可享契税奖励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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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房企助阵房交会
恒大、阳光城、融创等品牌开发企业悉数参展，还

有千山等本地知名开发企业也将全面展示企业品牌和

开发理念，让市民更深入了解他们的品牌价值和产品

理念，助推高品质生活。

参展销售的产品形态丰富，有别墅、洋房、高层、精

装房等，为市民在房交会上选房购房提供了很大的选

择空间。部分项目还特别为进城务工人员回乡置业提

供了专属优惠和购房服务。

“我们恒大针对此次房交会推出‘归乡綦江 安家恒

大’的新春回馈六重大礼主题活动，另外还有车票抵现

等活动。”恒大世纪梦幻城销售主管张琴对记者如是

说。

记者了解到，较之往年，本届房交会政策优惠时间

长、内容多、力度大。据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1

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凡个人购买商品住房（不含限

价商品住房、安置住房、棚改住房）、二手房（仅限住房、

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均按缴纳契税总额的50%奖励优

惠。凡个人购买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均按缴纳契税总

额的50%奖励优惠。凡购买商品住房、商业用房、办公

用房的个人，在我区银行申请购房按揭贷款时，银行按

揭贷款应及时到位；申请公积金贷款时，房贷额度应足

额保障。

“政府优惠政策长达3个月，解决了我们这些在外

地工作购房者时间紧迫的问题。特别是所有办件由企

业代办，一站式服务简直是太方便了。”前一天刚从外

地赶回来买房的市民廖先生边说边竖起大拇指。

1月13日，以“青山绿水綦江·优居乐业生活”为主题的綦江区第七届房地产
展示交易会在通惠大道红星国际广场步行街开幕。区委副书记赵如均宣布开
幕，区领导刘益文、杨治洪、李北川出席活动。

据了解，本届房交会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区
东部新城管委会主办，为期7天，将持续至1月19日，汇聚了26家房地产开发企
业参展，展场面积约3000平方米，特装展位11个，标展位18个，场馆可容纳2000
人左右。

文艺表演暖场房交会房交会现场人头攒动

VR全景看房提升服务品质
为让市民便捷参观房交会，组委会在选房看房服

务方面推陈出新，着实提升了房交会的服务品质。

“本届房交会除了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渠道进

行宣传，还开辟了綦江 VR 全景房地产网上看房项

目。”区房地产开发协会相关负责人说，购房者只需扫

描二维码，就可进行720度远程实景现场游览，使购房

者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了解楼盘的全貌，并能体验沉

浸式的看房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房交会现场还设置了住房公积金

咨询、银行贷款服务咨询、优惠政策咨询等服务，方便

购房者了解和选择各种购房金融政策。

文图/记者 廖静 黎梨

26家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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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有没有拿手的好菜？”

“有的是，本店最有名的菜是板栗烧

鸡。请问你是要红烧还是要清炖。”

“要红烧，外加小米辣。”

“请客人到后厅一号雅间入座。”

几句对话后，几位来客就急急忙忙地

到后厅去找座位了。

你以为这只是一桩生意接待吗？那就

大错特错了。这是革命同志用暗语在交

流。

1927年，军阀刘湘与蒋介石勾结，制造

了“三·三一”惨案，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

士遭到残杀。此时的共产党和一些倾向革

命的团体还处在地下时期，如果公开身份

就会被反动政府抓进监狱或被扣上反政府

的帽子，因此他们秘密制定了一套联络暗

号，如“红烧”“小米辣”代表赤色、红色，象

征共产主义，凡能说出联络暗号“红烧加小

米辣”的，就是进步人士或革命青年。对上

暗号后，他们会直接进入餐厅后厅的一号

雅间，共同探讨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或是

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民声》等进步

书籍或刊物，充分吸收革命的养分。

“这家餐馆名叫‘努力餐’，主人就是红

岩英烈车耀先。”12月28日，重庆红岩联线

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向

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一段有关车耀先烈士

的故事。

革命者只要说出“一菜一汤”的
暗号，餐馆就会提供免费餐饭

1894 年，车耀先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

一个贫苦的小贩家庭，早年参加了“四川保

路同志军”。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

车耀先离开部队，于1929年在成都开设“努

力餐”以联络各地的革命同志。王浩称，之

所以取名“努力餐”，一是希望革命同志努

力加餐，健壮身体，好有精力与旧社会作斗

争；二是在这里多看革命书籍，增加知识，

好对旧政府镇压群众的暴行口诛笔伐。

餐馆创立之初，车耀先曾亲笔在餐馆

墙壁上留下一副对联：要解决吃饭问题，努

力，努力！论实行民生主义，庶几，庶几！

他经常提醒厨师：“庶民百姓到我们这里来

进餐，就要想办法让他们吃好，做到物美价

廉。”根据党的指示，车耀先以“努力餐”老

板的身份作掩护，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努力餐”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革命据点。到

店里的革命者只要说出“一菜一汤”的暗

号，餐馆就会提供免费餐饭。就这样，“努

力餐”接济了许多生活上存在困难的革命

者。车耀先等人办事细致周到，在餐厅一

号雅室中，到处放置四书五经和佛经之类

的书籍。革命同志来了之后，车耀先便将

秘密收藏的书籍刊物拿出来供大家阅读。

1929年，车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

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在成都举行的“国耻

纪念大会”上，车耀先慷慨陈词，怒斥蒋介

石和旧政府的投降主义。他的言论和活动

引起了“三军联合办事处”头子向传义的注

意，密令城防部队深夜包围“努力餐”，逮捕

车耀先。但二十四军中车耀先的同学及早

通知了他，车耀先得以秘密前往重庆，转赴

上海躲避。半年之后，风头过去，车耀先返

回成都，先后在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和邓锡

侯的二十八军担任上校参谋、副官等，以此

作为掩护，继续做革命工作。1933年，他获

取敌人要搜捕的地下党名单后，立即想方

设法通知名单上的人及时转移，为保护革

命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努力餐”成为抗日救亡人士的
活动中心

1937年1月，车耀先用餐馆内两间屋子

作为编辑部办公室，创办《大声》周刊。他

用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揭露亲日派挑动

内战的阴谋，积极宣传抗日，反对内战。该

刊曾多次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不得不先

后改名为《大生》《图存》等，与敌人周旋。

从 1937 年 1 月创刊到 1938 年 8 月 23 日停

刊，共出刊61期，疾呼抗战，反对妥协，成为

当时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喉舌。

1937 年，成都地区各抗日救亡团体骨

干联合成立“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

会的日常工作和聚会就在“努力餐”。自此

以后，抗日救亡运动不但可以统一行动，也

加强了成都抗日救亡组织同全川各地抗日

救亡组织的联系。

“‘努力餐’还成了抗日救亡人士的活

动中心，国内著名的抗日救亡人士大多相

会于此。”王浩介绍，救国会“七君子”沈钧

儒、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

沙千里出狱后到成都，车耀先特为他们设

宴于“努力餐”。沈钧儒还曾陪同邓颖超与

车耀先会面。1940年，中华文艺界抗敌协

会成都分会举行冯玉祥、老舍来蓉的欢迎

会，也在“努力餐”举行。

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题写了墓
碑碑文

1940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制造

“抢米事件”，造谣诬陷共产党，车耀先等

100余人被捕。

押往重庆后，车耀先最初被关在重庆

望龙门监狱，国民党的一个头目对车耀先

说：“只要你供出成都‘抢米事件’是共产党

组织的，就可以让你当四川省民政厅厅长，

你看如何？”“我是一个小老百姓，我不知道

是谁组织抢米，我也没有那个福气当官。”

车耀先平静地说。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施

以酷刑，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1940 年底，车耀先被转押至贵州息峰

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车耀先与罗世文两

人在狱中组建中共地下临时支委会，团结

狱中革命志士，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坚决斗

争。

1946年7月，车耀先及其他数十名革命

志士被转囚于重庆渣滓洞监狱。8 月 18

日，车耀先同罗世文一道昂首走向刑场，国

民党特务将他们杀害于松林坡戴笠的停车

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车耀先举

行了隆重的葬礼，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题

写了墓碑碑文。

“喜见东方瑞气生，不问收获问耕耘。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王浩

说，这首咏志诗实际上也是车耀先同志革

命精神的写照。今天，我们要学习车耀先

同志寓伟大于平凡的革命精神，胸怀理想，

不懈奋斗。

据12月30日《重庆日报》

车耀先：办好革命“努力餐”
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通讯员 廖正伦

车耀先

（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供图）

久未出游，借一闲事

之机订票前往贵阳，备一

闲书，待高铁启动，逐页下

看，两小时不觉而过。

所备之书是近日看了

一半的汪曾祺的《食事》。

下车近中午，寻人不遇，约

人未果，遂就花果园相邻

的两条街慢慢地往前觅

食。一家家走过，多是粉、

面居多，贵州水城米粉/

面，湖北米粉/面，羊肉粉/

面，牛肉粉/面，山东大饼，

各色包子、粥等。

山东大饼厚薄不一，

色彩各异，烙了很多张，分

类在玻璃柜中垒起如小山状，以斤两论卖，逗

人食欲。玻璃外放牙签，老板称后用薄而快

的明亮刀子斩成小块，置于纸袋，边走边以牙

签挑了入口。

街道尽头是一家小炒兼卖盖饭的小馆

子。老板很热情地招呼，一口气报出店中的

饭菜名，还特意介绍了他们有火炉的饭桌。

以为是桌炉一体的烤火炉，撩开垂地的双层

桌布，哈，原来是普通的小方桌下放一个寻常

见的鸟笼状小火炉。

盖饭和綦江的不同，不是将炒菜浇淋在

饭上，盖着米饭而名副其实为盖饭。老板娘

给我们盛了一小盆米饭，同时拿了两个空碗

和一个装了辣椒、葱、盐等佐料的小碟子。不

多一会儿，一盘辣鸡和一盆萝卜排骨相继上

桌。细细的辣鸡中有切得很细的白菜块，香

辣入味，下饭。滚烫的萝卜排骨蘸了作料吃，

暖胃爽口。量不算太多，足够下两三碗米饭，

两人吃一点儿也不浪费，吃得心满意足。

原路返回，又称三两山东大饼，口味儿跟

头一次买的不同，依旧斩成小块装入纸袋，自

取牙签而食。挑起一块塞入口中，有嚼头，挺

香，丝毫不因腹中已饱而减其味儿。

买一点儿水果一点儿瓜子搭末班车返

家，很欢喜，了无古人灞桥折柳的离别意。哪

有什么离别意呢？出门，是远方，是梦；回来，

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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