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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生/ 活/ 随/ 笔

诗/ 绪/ 纷/ 飞

钢筋铁骨志弥坚，
铁锁锒铛六月寒。
哪怕魔鬼施毒计，
王朝覆灭在眼前。
这首诗，表达了一个身陷囹圄的革命

志士那坚定的革命信念，以及对革命必胜
的信心。作者是重庆解放前国民党渣滓洞
监狱“铁窗诗社”的一名重要成员——陈丹
墀。他是中共重庆市委直属“中共白大花
园特支”的创建者和负责人，也是长（寿）涪
（陵）丰（都）垫（江）“边区游击总队”的创建
者和负责人。他1915年生于四川涪陵白
家乡（今垫江县白家镇）大花园。离“世界
城堡之最”——鹤游坪不远。

鹤游坪位于今垫江县坪山镇和鹤游镇
之间，其城垣遍布坪山、鹤游、白家、包家等
镇。长度超过80公里，面积为167.44平方
公里。被誉为“天下第一城堡”。

鹤游坪古寨卡群，是古人沿鹤游坪台
地边缘岩楞，依势建成的一道全封闭城垣，
自南宋末年为抗击元军开始修建，一直到
新中国成立，前后时间长达750年。古城
堡城垣的修建模式，与国内其他城堡不同，
分别设有36大卡、72小卡共108道关卡，
合称“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目的是
借天罡地煞的神威来镇守各个城门，以达

到坪内能够安宁永固。关卡数量之多，同
样也是世界第一。

陈丹墀在此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和少
年。这一带地形险要，便于隐藏。又处于
涪陵、长寿、垫江三地交界，是国民党统治
相对薄弱的地方，成为他后来创建游击队
据点的首选。

1930年秋，15岁的陈丹墀考入涪陵分
州圣公校。1931年秋，考入涪陵秦义园四
川省立第四中学。1933年，转入位于长江
南岸弹子石的重庆精益中学(现重庆市11
中学)学习，毕业后，回涪陵一所乡村小学
教书。

1936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陈
丹墀返回重庆，先在重庆《星星日报》当记
者，不久，转入中共重庆工委书记、重庆救
国会负责人漆鲁鱼主编的《漆报》做校对工
作。1937年夏，加入抗日后援协会宣传
队，深入川南各地宣传抗日救国。1938年
秋，他投入钱俊瑞主办的“战时情报供应
社”，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和抗日书报资料供
应工作。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
国民党破坏，供应社停办。漆鲁鱼指示陈
敬之、刘志刚开办“中国书店”。1939年，
陈丹墀被派到中国书店重庆总店任会计主
任，并担任支部书记。后来到《新民报》当
了一名记者。这期间，他还向老家寄送《新
华日报》《群众》等刊物，让党员和积极分子

及时了解外面的形势，开阔眼界，激励斗
志，增强信心。1941年冬，他到位于南岸
四公里从湘西迁来的兵工署炼油厂任会计
主任。

陈丹墀虽时常在外地奔忙，但对在家
乡建立武装据点十分关注，如他所说：“武
装斗争是夺取革命胜利的首要问题，未敢
或忘也。”从1941年开始，陈丹墀不时回到
家乡，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要取得革命的
成功是不可能的。”他经常教育并鼓励自己
的四弟陈思道：要把你被抓壮丁去当兵学
到的军事知识，“‘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之身’，要努力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应有的
贡献。”“二哥，我明白！”陈思道坚定地回
答。1946年11月5日，在重庆大田湾《新
民报》编辑部陈丹墀的宿舍里，他介绍陈思
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中共南方局指示，要在农村
广泛建立据点，并开展武装斗争，呼应和支
援解放区。12月，上级党组织特派专员、中
共重庆市中区特支书记陈丹墀，以重庆《新
民报》记者的公开合法身份为掩护，回到白
家大花园。

陈丹墀向与会者详细分析了当前解
放战争形势，传达上级指示，发展党的组
织，拿起武器，抗粮抗丁，开展游击战争，
牵制敌人兵力，支援解放军反击国民党

对解放区的进攻。并陆续开展了系列工
作：组织成立中共大花园特别支部，隶属
重庆市委，陈丹墀任特支书记，陈思道任
军事委员，他不在时由陈思道代行职
务。发展经过多年培养久经考验的汤启
华、白在忠两名同志入党。讨论建立下
属党组织事宜。建立长（寿）涪（陵）丰
（都）垫（江）边区游击队，政委陈丹墀，队
长陈思道……

安排好这些，陈丹墀依依惜别。应川
东临委书记王朴的要求，华蓥山武装斗争
迅速发展，需要他积极筹措经费支援，并组
织兵源壮大力量。临走前，特别叮嘱：“这
里是党的武装斗争据点，也是我们出生的
故乡，情况熟悉，群众基础好，请好自为
之。”陈思道当即回答：“请组织放心，决不
负党和同志们的期望。”

1948年春，因叛徒出卖，陈丹墀不幸
在《新民报》编辑部被捕，关进国民党渣滓
洞监狱。不管敌人如何严刑拷打，他始终
确保党的机密和同志的安全，并积极参加
狱中党组织发动的各种斗争，如抗议吃霉
米饭和饮水斗争。还与蔡梦慰、杨虞裳、刘
振美、傅伯雍等组织“铁窗诗社”。

1949年11月27日，陈丹墀在渣滓洞
被敌人杀害。实践了他的誓言:“做一颗真
正的、永不失味的盐。”

（作者单位：南岸区政协）

做一颗永不失味的盐
胡雁冰

星期六上午，阳光明媚，碧空如洗，我
怀着激动又期待的心情参观红色教育基
地——白公馆、渣滓洞。沿着陡峭的山坡
拾级而上，一进门就看见最熟悉的大英雄
小萝卜头的雕像。

他赤着双脚，身穿破旧不堪的衣服，
反衬出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散发出坚
定刚毅的光芒。

他从小就随父母被关在监狱里，过着艰
难的生活。小萝卜头虽然身材瘦小，但是精
神富有，既勇敢又坚强。他的真实名字叫宋
振中，为了不暴露真实名字才取的这个绰号。

1949年，小萝卜头和父母宋琦云、徐
林侠一家人被心狠手辣的毛人凤派特务
杀害了，他们的遗体被藏在厨房的三合土

之下。小萝卜头牺牲时，年仅八岁。
同样是八岁年龄，和小萝卜头一对

比，才发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好：可以在
明亮的教室里无忧无虑地学习，可以穿五
颜六色的衣服，可以吃无比美味的佳肴，
可以住在安全舒适的高楼，可以自由自在
地旅行……

我想，现在我们能过上好日子，就是
小萝卜头这些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
来的。所以，我看到小萝卜头的雕像，就
情不自禁对他敬礼。

如今，这位大英雄的名字和事迹永远
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系南岸区天台岗小学（南湖校
区）三年级1班学生 指导老师：唐世俊）

大英雄小萝卜头
赵一多

初冬，树木萧条，秋花仿佛已经开
尽，凌寒的腊梅尚未热情绽放。总有一
些草木，赶在这时候调动一身斑斓的色
彩，努力弥补时节的缺憾，增添一番别样
的情趣。

冬天是从银杏叶一点点泛黄开始
的。楼宇间几排繁茂的银杏树，为校园增
添了数缕人文气息。无论是课间休息，抑
或自习小憩，推开窗门，入目一片金黄蔓
延至远方，为这黏腻缠绵的冬天带来了一
丝暖意。

银杏树的株形丰满、高大烂漫，不
像黄栌或是槭树那么高调铺张，亦不
似松柏那么冷峭瘦削，满树的叶片浓
黄，不含丝毫杂质，华艳无比。凉风
渐起，又是一阵银杏叶从枝头忽高忽
低地飞离，层层叠叠的叶，浓淡相宜的
黄，落英如雨、馥郁芬芳，间密有序却又
漫不经心。

古诗有云：“深意总迟解，将爱却晚
秋。”待银杏叶转为纯粹的明黄色，到那些
扇形的小叶子纷纷扬扬飘落满地，个中精
彩是突如其来的。因为对光线和温度的
敏感，几乎每一年，它最好的时光都只能
跟着捉摸不定的天气走，不过这最好的时
光也至多不超过一周，比樱花还要短暂；

条件也十分苛刻，稍早一点，稍晚一些，风
再大一点，都无法见证一整株银杏的璀璨
和美丽。

银杏树常年守护在道路两侧，好似性
情温吞、才华丰沛的使者，默默收集了一
整个春天和夏季的阳光，将精华部分吐露
成诗，为寒冷萧条的秋冬时节涂抹上亮丽
又温暖的底色。阳光睡在落叶上，细碎的
光影在扇叶间流转，映得路面一地斑驳；
树木之间天真无邪，仿佛截取了一部分光
阴的片段暂时寄存在这里，来来往往的稀
疏的人流成了虚无。

一树金缕衣，半山黄金甲，竞相飘飞
的秀丽银杏叶，洋洋洒洒，撑起了一片繁
茂的金色天地，在小路上兜兜转转。落英
缤纷的银杏，是岁月沉淀的色彩，是一种
从容的姿态，美艳、厚重、震撼。

初冬的灵魂藏在这铺天盖地的黄叶
里，不妨放慢脚步，看漫天金子般的黄叶
随风飞舞，宛如梦幻般的童话世界，倾心
静听叶落的声音，在风中低吟浅唱，欲语
还休。

时光似乎在此刻悄然静止了，静美得
如一帧画，画里的人都似喝醉了酒，久久
不愿醒来……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落英缤纷 醉美初冬
江竺风

时间如水，于不经意之间，已经流淌很
远。记忆的涟漪一圈圈的荡漾，带走了几
分稚嫩，沉淀了几分值得铭记的时光。而
在这时光的轨迹之中，照母山便是那记忆
年轮迈不过去的经线，旧日老屋大堂壁画
中值得泼墨的山水，如雾如烟，如诗如歌。

在记忆中，爸爸妈妈最爱带着我到照
母山赏景谈心。顺着蜿蜒的梯路，我们沿
山而上。四周林木娑婆，花草缤纷，三步一
小景，五步一大观，让人赏心悦目，目不暇
接。从蹒跚学步，到四处奔跑，我渐渐地长
大。但无论我跑得多远，每当我回头，总会
感受到爸爸妈妈那一如既往的温暖目光，
好似连着风筝的丝线，让我眷念，充满力
量。

照母山的美在于四时之变化，色彩之
斑斓。“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
菲”。春天的照母山一如那巧手编织的花
地毯，星星点点，五颜六色，漫山遍野。夏
日的照母山恰是那一丛丛的绚烂，马鞭草
的紫、大丽菊的红、荷花的粉，装点着夏的
炙热，映衬着蓝天的清爽。“绿树阴浓夏日
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漫步其中，清风徐

来，不胜沉醉。照母山的秋冬往往是在不
经意中诧然而至，忽如一夜，层林尽染，金
色满园，万霜红遍。再佐以桂、梅的香，一
茬一茬，次第芬芳。徜徉其中，顿觉心旷神
怡，飘飘于云端之上。

照母山更是厚重的，历史在这里交错
融合，诉说着重庆的前世、今生与未来。“人
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
复登临。”当我登上揽星塔，眺望着绵延东
西的照母山森林公园，追忆着大禹治水的
传说、忠孝文化的传承、抗战时期的艰苦卓
绝，不禁心神向往。左右南北之际，现代化
的城市格局一览无遗，高铁、轻轨纵横穿
梭；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派欣欣向荣、和
平幸福的景象，更让我心生感激。

照母山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温
暖，鼓励我不断前行；照母山的江山如画，
陶冶了我的性情，开阔了胸襟；照母山映
照着祖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我深感
美好幸福。美哉，家国相伴！壮哉，伟大
复兴！

（作者系重庆市人和街小学六年级四
班学生 指导老师：李佳）

情系照母山
张铧方

绕村而走的綦河
在老家附近积成深潭
名墨斗沱，一坝
横贯南北，一渡穿越今古

幼时，我相信这里
有一条巨龙
埋首深不可测的潭底
静静吸纳上游来水

龙尾，延伸到
外婆所在的骆崃山
不见首尾的神龙
左右着我们的一切

是故，每次经行此处
我总是小心翼翼
惟恐惹怒这只神兽

我也是喝家乡的水长大
我也想念故里的亲人
那些春花秋月，夏收冬藏
总在我心中沉淀过滤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墨斗沱
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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