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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台同名乡镇村
联谊活动周启动

你知道渝台有多少个同名乡镇
吗？作为第十一届“重庆·台湾周”
分项活动，10月15日，2019渝台同
名乡镇村联谊活动周活动正式启
动，以“同名乡镇村·同根心连心”为
主题，邀请渝台同名乡镇的嘉宾代
表在重庆开展相互推介、结对交流
等活动。

记者从启动仪式上获悉，据统
计，重庆市有长寿区新市镇、北碚区
复兴镇等20个区县35个乡（镇）街
道与台湾台南市新市区、桃园县复
兴乡等15个县市的28个区、乡镇
同名。

本次活动周邀请到台湾同名乡
镇村、重庆同名乡镇村，特邀全国台
联、福建台联嘉宾代表共计100余
人参加。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倩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9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3%，过半系
猪肉价格上涨推动。今年1至9月平均，CPI比去年
同期上涨2.5%，低于全年3%左右的调控预期目标。

9月份，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
比七涨一降。当月，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8.4%，
影响CPI上涨约2.49个百分点。食品中，猪肉价格
上涨69.3%，涨幅扩大22.6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
约1.65个百分点。牛肉、羊肉、鸡肉、鸭肉和鸡蛋价
格涨幅在9.4%至18.8%之间；鲜果价格上涨7.7%，
涨幅回落 16.3 个百分点。此外，鲜菜价格下降
11.8%。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其中，其他用
品和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分别上涨
5.8%、2.2%和1.7%，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价
格分别上涨1.6%、0.7%和0.6%；交通和通信价格下
降2.9%。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9月份，全国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2%，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
百分点。

9月份CPI上涨3% 猪肉价格是主因
猪肉价格上涨69.3%，涨幅扩大22.6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1.65个百分点

物价变动，既是经济议题，更是民生关
切。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
3%，部分食品价格涨幅较大。在宏观物价水
平稳定的大格局下，尤需关注部分食品价格上
涨的结构性矛盾，精准施策稳物价，解好经济
议题背后的民生考题。

尽管9月当月CPI涨幅有所扩大，但1至9
月平均CPI比去年同期上涨2.5%，走势总体温
和，也低于全年3%左右的调控预期目标。但
当前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比较明显。9月
份，非食品价格同比涨幅回落、服务价格涨幅
温和，但猪肉价格同比上涨69.3%，对CPI上涨
的“贡献”超过一半。此外，牛肉、羊肉、鸡肉、
鸭肉和鸡蛋价格也有不同程度上涨。

稳物价、保民生，要抓住主要矛盾。近期，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强化生活必需品保供稳
价等四方面措施，促进生猪产能加快恢复，增
加牛羊肉、鸡肉等禽肉市场供应，提出更加注

重运用市场办法，遏制部分食品价格过快上
涨。

稳物价、保民生，要落实有力措施。要加
强市场监管和价格监测预警，特别是重要民生
商品价格变化情况的监测预警；积极充实价格
调控工具箱，做好必要情况下的调控准备；严
肃查处捏造散布虚假信息、操纵价格等违法行
为。

稳物价、保民生，要关注重点群体。越是
价格波动，越要重视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各地已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55.1亿元，
惠及困难群众达2.22亿人次，缓解了食品价格
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管好“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国家有
政策，地方有落实，民生有兜底。稳物价、惠民
生，经济发展就更有温度、更有底气。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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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重庆更美丽
院士专家来献智

重庆未来将如何开展城市规划
建设？本周末或将有答案。10月
19日至21日，2019中国城市规划
年会将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召开。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是我国规划
行业影响力最大、学术水平最高、参
与性最强的学术峰会和行业盛会，
也是展示我国规划领域学术交流最
新成果的重要平台。记者从2019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本届年会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重庆市政府主办，重庆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承办，以“活力城乡 美好
人居”为主题。

年会设置1个主题对话、40个
专题会议、28个学术对话、2个高端
对话、5个特别对话，在第一天的全
体大会当中，将邀请十位演讲嘉宾
做主旨报告，其中包括4位院士和
中央部委、国家级研究机构的权威
专家。

本次年会专门针对“重庆2035
发展战略与国土空间规划”、“国家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与重庆内陆
开放高地建设”、“长江经济带国土
空间规划与重庆示范建设”等多个
议题进行探讨。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
梓涵

重庆青脆李
斩获2项国际金奖

近日，“2019北京世园会优质
果品大赛”颁奖仪式在世园会百果
园内举行，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组织选送的巫溪县酒全种植专业
合作社、奉节县祥哥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生产的青脆李分获2项国际金
奖，这是重庆市特色水果首次获得
国际金奖。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韩政

1943年的重庆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
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充满了危险，形势相当严
峻。组织上出于安全考虑，决定派地下党重庆
新市区区委委员江竹筠假扮重庆市委第一委员
彭咏梧的妻子，协助他工作。

为了革命，她毅然接受这项特殊任务

“最初，江竹筠有些犹豫。”重庆红岩联线文
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介绍，江
竹筠于1920年8月20日，出生在四川自贡大
山铺镇江家湾一个贫苦家庭，1939年夏加入中
国共产党。

“要长期与一位异性共同生活、朝夕相处，
对于一位23岁的未婚女青年来说是一件非常
尴尬的事情。”王浩称，江竹筠理智、果敢、坚毅，
她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毅然接受了这项
任务。

从此，江竹筠和彭咏梧逐渐成为了最亲密
的同事和战友。彭咏梧工作经验丰富，处事沉
稳，江竹筠在很多方面向他学习；同时江竹筠在
生活上又给予老彭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在共
同生活、共同战斗、共同历险的经历中，相互关
怀、相互敬重，渐渐地产生了感情。1946年，江
竹筠和彭咏梧的儿子彭云出生。

1948年1月16日，彭咏梧在下川东武装起
义中，率部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头颅被敌人
砍下悬挂在城楼上示众。江竹筠得知老彭身首
异处，泪水夺眶而出。在给谭竹安（彭咏梧前妻
谭正伦之弟）的书信中她写到：

“……由于生活不定，心绪也就不安，脑海
里常常苦恼着一些不必要的幻想。他是越来越
不能忘了……”“在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的确
已经死了，而且很惨……家里死过很多人，甚至
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今天这样叫人窒息
得喘不过气来……”

为了不让战友们过多地担心，江竹筠努力
让自己保持镇定，坚强地继续工作和生活。王
浩称，组织上考虑到江竹筠经受了巨大打击，再
三要求她留在重庆工作，照顾儿子彭云，但她拒
绝了。她坚持要奔赴下川东地区。她考虑到自
己对下川东地区的工作很熟悉，不愿让其他同
志以身犯险；同时，那里也是老彭战斗、牺牲的
地方，她想要陪在爱人身边，不愿离开。

“坚持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竹
筠不幸在万县被捕。6月15日，与地下党万县
县委副书记李青林等一起由万县转押至重庆渣
滓洞看守所。

特务在提审江竹筠时，开始时煞有介事地
一连提了十多个问题，江竹筠都一概是一问三
不知，甚至连彭咏梧都说不认得，后来干脆啥都
不回答了。

特务命令军士对江竹筠使用酷刑。夹竹筷
子，老虎凳，江竹筠多次痛得昏死过去，又被凉
水浇醒。反复多次，但得到的仍是江竹筠的厉
声斥骂。

江竹筠的坚贞不屈，感动了狱中难友，他们

自发地秘密展开了慰问活动，并亲切地称之为
“江姐”。慰问品有小小的罐头、几滴鱼肝油乃
至半个烧饼，更多的则是难友们用竹签子蘸着
红药水或自制炭黑写在黄色草纸上的诗和慰问
信。

江竹筠的坚贞不屈和英勇斗争，扫却了因
为组织遭到大破坏而给监狱注入的沉闷气氛，
更激励了整个渣滓洞监狱的难友，使全体难友
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凝聚力也空前增强。为
鼓舞狱中战友的斗志，她提出“坚持学习、锻炼
身体、迎接解放”的口号。

“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作为一名革命者，江竹筠早已将生死置之
度外了。作为母亲，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儿
子彭云。”王浩道出一段往事。

1949年8月，经过营救，同狱的曾紫霞获
释。出狱的头天晚上，江竹筠用竹签蘸着棉灰
制成的“墨水”，在极薄的毛边纸上写了一封“托
孤信”，委托曾紫霞交给谭竹安。

信中江竹筠写道：“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
心，自入狱日起，我就下了坐两年牢的决心，现
在时局变化，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
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希望我
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话又得说回来，
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如不
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
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
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这就是一位
钢铁般坚强的女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她的
孩子留下的全部的财富。”王浩说，江竹筠的故
事充分体现了她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信仰
的力量是无穷的，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赋予了
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这种意志不屈服于任
何外来压力，也必将激励新时代共产党人劈波
斩浪，奋勇前行。

据重庆日报

用“活”红色资源
我市多部文艺作品
打造舞台上的“江姐”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
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这是川剧《江姐》中，江竹筠的铿
锵唱词。

1961年12月，小说《红岩》出版，迄
今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多国文
字，《红岩》中对“江姐”立体、丰满的塑
造，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何将发
生在重庆的这一革命历史故事，以舞台
剧的方式呈现给观众？近年来，我市各
大艺术院团对此做了新的尝试。

重庆市川剧院精心打造的川剧《江
姐》取材于小说《红岩》，由三次梅花奖
获得者、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领衔主
演，大反派甫志高、沈养斋则由梅花奖
得主孙勇波、胡瑜斌扮演。“三朵梅花”
同台飙演技，让这部红色经典更具艺术
感染力。自2018年1月首演以来，已在
北京、重庆、四川等地演出近70场，观
众8万余人次。

“把‘红岩’革命历史故事用川剧来
演绎，是一次重庆本土优秀传统戏曲文
化和爱国主义革命精神的完美融合，以
此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重庆市川剧院相关
负责人表示，川剧《江姐》将“狱中八条”
巧妙地融入剧中，当江姐慷慨就义时，
舞台背景屏上展现出一位位革命烈士
的姓名，并逐一呈现“狱中八条”的内
容，场面不仅震撼也令人警醒。

“根据《红岩》小说改编的电影、歌
剧、电视作品等有很多版本，如何避免
脸谱化的呈现，再现信仰的故事，为此，
我们从形式到内容都做了全新演绎。”
重庆市话剧院院长张剑说。

话剧《红岩魂》，用5个故事串联全
剧，艺术再现了刘国鋕、王朴、陈然、小
萝卜头、江竹筠等英雄群像，诉说了他
们的青春、热血、信仰和忠诚。

记者在第5场戏中看到这样一幕：
特务徐远举妄图获取更多革命志士姓
名，安排了一场与江竹筠的会面——

“看来江小姐不太配合。你知道那
边的房间是做什么的吗？只要人进去，
不死，也得脱层皮。”

“我知道这里号称人间地狱，我也
知道你们的刑具有四十八套。不过，徐
远举，你高估你的那些刑具的作用了。”

“江小姐，结论不要下得过早。”
“我的很多同志不是已经证明了我

的论断了吗？”
通过这二人的对话，一个面对特务

无所畏惧的江竹筠，及其坚定的信仰被
巧妙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

一部部生动的文艺作品，是用好、
用“活”重庆红色资源的有益尝试，“这
些作品生动、鲜活，使人有身临其境之
感。”党员陈子仪观看话剧《红岩魂》后
深受鼓舞。

据重庆日报

江竹筠：碧血丹心铸丰碑
相关新闻

江竹筠 红岩联线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