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岁的林坚诺出生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一
家五口生活在一个20平方米的房间。但这些
丝毫挡不住求知的欲望，他从小就开启“学霸”
模式，大学毕业后拿着全额奖学金到美国读博。

5年前，他放弃高薪，离开美国上市公司加
入“小雨点”投入农业金融，他希望让科技改变农
业生产方式，降本增效，真正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拿全额奖学金到美国读博
滑板车、兵乓球台、游戏机、甚至还有机麻

房，相信每个走进“小雨点”的人，都会被这种
“开放式”办公条件吸引，每个会议室的名字也
很有趣，都是以重庆地名命名，如解放碑、千厮
门、望龙门……听上去很有亲切感。

“我希望公司有家的感觉，能让每个员工感
受到温暖。”在林坚诺看来，一个公司要有活力、
有温暖，才能留住人。今年刚踏入不惑之年的
他，对未来的规划和发展方向非常明确。

林坚诺出生在中国香港，父亲是一名公交

车司机，母亲是全职家庭主妇，家庭条件并不算
好。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他们一家也过着“蚁
居”生活，一家五口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
子里，由于房间太小，他和弟弟只能睡上下铺，
但林坚诺从小学习成绩就特别好，小学就开启
了“学霸”模式，

“我非常喜欢看书，只要有书，我可以在我
的上铺呆上一整天。”林坚诺说，小时候，书是他
最好的伙伴，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父母一起
到书店看书，自己的零花钱也全部用来买书。
因为深圳的书比较便宜，他甚至每周坐车去深
圳买书。

凭着优异的成绩，林坚诺顺利考上了香港
中文大学，年年都拿奖学金，大学毕业后，又拿
到全额奖学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

怀揣着情怀投入农业金融
在美国生活了13年，林坚诺一直很关注国

内的发展。“国内发展越来越快，金融政策和环

境也特别好。”林坚诺说，2014年，他毅然离开
美国上市公司回国加入“小雨点”，开始进行网
络贷款业务的可行性测试。

在香港长大的他，几乎没接触过农业，在林
坚诺看来，之所以选择投资农业金融，可以说是
一种情怀。

“中国的农民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而他们
也是最难拿到贷款的人群。”林坚诺说，他希望
借助金融的力量，降低农民的融资成本，让他们
可以安心投入到工作中，同时他希望通过科技
的手段，改进农民的生产工具，改善他们的生产
环境。

怀着这样的初衷，“点猪格格”应运而生，这
是今年初公司自主研发的一个智慧农业系统，
该系统通过线下猪圈标准化摄像头“猪脸识别”
实现信息采集，帮助规模化养殖户实现生猪养
殖数量统计、生猪活动轨迹监控及猪场环境监
测等功能。“点猪格格”能够准确对猪圈温度、气
体成分和湿度进行监控，为规模养殖户提供及

时有效的预警，降低养殖风险。据林坚诺介绍，
如今“点猪格格”已经在川渝地区的部分农场广
泛使用，“小雨点”也与重庆正大集团等大型农
牧业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2018年底，“小雨
点”的科研实力获官方认可，成为第一家被认定
为科技型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

今年9月，“小雨点”正式挂牌“重庆市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目前已启动博士后招收工作，
通过引进和培养博士后科研人员，与高校及其
他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建立合作关系，共
同提升重庆科技研究与成果转化水平，共同促
进校企深度合作及技术产品提质升级。

重庆金融环境好 人才政策吸引人
如今，林坚诺已经定居在重庆，妻子和两个

孩子都在重庆生活。在他眼中，重庆是一个非常
宜居的城市，有山有水，闲暇之余，夫妻俩会带着
孩子去周边游玩，也会去书店看书，他很享受现
在的生活。当然，吸引他留下的还有重庆的人才
政策。不仅是住房还是子女的教育上，都有很大
的资助，对公司的税收也有一定的补贴。

如今，公司核心团队由世界一流大学的博
士、硕士组成，深耕金融和科技行业多年，具有
国际化视野和背景。公司研发人员占比达
70%，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79%，其中
985、211高校占比33.5%。之所以能组建这样
一支高质量人才团队，和重庆的人才政策息息
相关。“重庆的金融环境越来越好，人才引进政
策越来越吸引人。”

“我希望不断探索和坚持可持续的普惠小
微发展路径，在提升农业金融服务质效的同时，
降低农户融资成本，真正把金融服务精准下沉
到农业生产链中。”林坚诺说，同时助力科技下
沉，让科技改变农业生产方式，降本增效，真正
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从而激发农业中的“新经
济”动能，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黎静

林坚诺（Henry Lam），重
庆小雨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小雨点”）CEO，毕业于
香港中文大学，获物理学学士，
后取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
博士学位。曾获第三届中国西
部十大金融创新人物、第七届中
国财经峰会2018最佳青年榜样
等荣誉。

离开美国上市公司，他来渝投入农业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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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瀚
祥）用勤学修进营造学习氛围，以学习实绩献礼
祖国华诞。昨天，“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I
学 I行（爱学爱行）”风采展示活动迎来“秀实
力”展风采决赛阶段，15名参赛选手以精彩的
演讲，释放出“学习强我，学习强国”的巨大力
量。

作为一名90后，来自重庆市地产集团的选
手徐华建说，今年初在《流浪地球》风靡全国的
时候，竟然是“学习强国”紧跟潮流，最早发布幕
后解析，给一大批“科幻小白”扫盲；在老同学来

重庆要他做导游的时候，找遍了全网，竟然是重
庆学习平台给了他们最全最美最有趣的家乡介
绍；在一家人举家出游担心错过国庆阅兵的时
候，路上拿出手机，竟然在“学习强国”看到了高
清直播。“如此懂你的学习强国，你怎能不爱！”

龚珊是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的一名未成年人
检察干警。演讲中，她分享了通过“学习强国”
挽救少年的故事。她说，今年一名叫小宇的少
年因为帮助别人入侵网站后台盗窃资金而险些
入狱。那时，龚珊想起在“学习强国”上读到的
一篇文章——“社会化支持体系能使罪错未成

年人的帮教更为精准有效”。“我们依法对小宇
作出不逮捕决定，多方考察后选定一家互联网
企业，让小宇以实习生的名义进入企业。白天
跟老师系统学习网络工程技能，晚上学习法律
知识，周末参加公益劳动。后来，小宇还给国家
教育行业平台提交了漏洞修复建议，全部被采
纳。”

记者在决赛现场看到，15位选手们紧扣深
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感悟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沧桑巨变，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围绕“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运用情况，讲学习方法，谈学习心得，
晒学习实绩，展学习风采。选手声情并茂，全场
听众反响热烈。

“没想到‘学习强国’这款应用软件这么强
大，真是一个学习的好帮手！”决赛现场，来自九
龙坡区市民魏新泽看完选手的演讲后感叹说，
自己也要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学习知识，
养成“爱学爱行”的良好学习习惯。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重庆市文投集
团的付予和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的龚珊获得此次
比赛一等奖。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I学I行”风采展示活动落幕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精神。
什么是气节？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947年，红岩英烈
陈然在重庆《傍徨》杂志第五期发表的《论气节》
一文中写道。

“陈然用自己的生命对‘气节’二字的深刻
内涵作出了最透彻最有力的诠释。”10月 31
日，红岩联线文博研究馆员刘和平在接受重庆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面对敌人的酷刑威逼，面对
敌人的穷凶极恶，陈然英勇不屈，坚不吐实，展
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品质。

与进步青年创办《彷徨》杂志，发
展和聚集革命力量

陈然，原名陈崇德，祖籍江西，1923年12
月28日生于河北省香河县。父亲是海关小职
员，先后在北京、上海、安徽、湖北、重庆等地工
作，陈然也随父辗转各地生活、求学。

1938 年，陈然在湖北宜昌参加“抗战剧
团”，在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中，接受了革命教育，
经过实际工作锻炼，1939年在“抗战剧团”加入
共产党。

“1942年，陈然因躲避特务抓捕与组织失
去联系，失去联系后，陈然仍然自觉地履行一个
党员的职责。”刘和平说，陈然通过学习《新华日
报》《群众周刊》等领会党指示的斗争方向，主动
深入到工厂、码头去与工人群众交朋友，给他们
带来阶级方面的思想启发。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中国社会处在“向
何处去”的重大转折关口，相当多青年的思想状
况也因政治局势的复杂和自身前途的茫然而显
得苦闷与彷徨。在新华日报社的领导下，陈然

与一些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以小职员、
小店员、失学和失业青年等为对象，以谈青年切
身问题为主要内容，以此联系更广泛的社会群
众，发展和聚集革命力量。

“陈然担任编辑部的‘通联’工作，利用业余
时间答复读者来信和到新华日报社报馆取稿，
常常工作到深夜，为杂志和读者呕心沥血、不遗
余力。”刘和平介绍，1947年1月1日，《彷徨》出
刊后，大量读者来信倾诉了种种不幸遭遇，以及
个人生活上、思想上的苦闷。

1947年2月，新华日报社遭到了国民党反
动派的无理查封，报馆全体人员被迫离开重庆
撤回延安，这一突发事件更是切断了《彷徨》杂
志与新华日报社的联系，使陈然他们失去了上
级党组织的领导。

准备派送《挺进报》，却遭特务
抓捕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陈然和《彷徨》杂志的

蒋一苇、刘镕铸等同志于1947年4月底的一天
突然收到了党组织从香港寄来的《群众周刊》香
港版和《新华社电讯稿》，一个个人民革命胜利
的消息，使大家倍受鼓舞。他们认为应该把那
些鼓舞人民的消息散发出去，可是该怎么办呢？

由于《彷徨》杂志是公开出版物，不方便刊
登，他们决定用油印小报的方式把这些消息传
播出去。刘和平说，这些油印小报很快传到了
重庆地下党组织那里，党组织决定将这些油印
小报定名为《挺进报》，并以此作为重庆地下党
市委的机关报。

为了保证《挺进报》的信息源和日常供稿，
重庆地下党组织决定成立电台特支，专门收录
新华社的广播，电台的信息收录由成善谋负责，
抄收后再传给《挺进报》。

为了对敌人展开“攻心”战，地下党将《挺进
报》直接寄给敌人。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
良收到《挺进报》大发雷霆，命令徐远举限期破
获地下党的《挺进报》。

这一棘手的“案子”让徐远举颇为头疼，他
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策
略，制定了“红旗特务计划”，即把经过培训的一
些特务，伪装成进步的学生、工人、失业人员，派
遣到社会各单位、团体和群体中，通过自己进步
语言、行为接近其他人，搜寻蛛丝马迹。

当时陈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国粮食公
司机修厂的管理员，家住南岸野猫溪，他收到了
一封告急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
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下面署名是“彭云”。

“彭云”是江姐的儿子，那时不过是个2岁
左右的小孩。收到此信的陈然，猜测地下党组
织可能出了事，但他并没有立即转移，而是决定
找相关同志核实情况并坚持把第23期《挺进
报》印刷发行出去再转移。

1948年4月22日，当陈然准备将印刷完毕
的《挺进报》送出去的时候，特务按叛徒提供的

线索追到他家。陈然被捕了。当敌人搜查的时
候，除了查到第23期《挺进报》和油印工具外，
一无所获。

与战友“表白”，使国民党的法庭
顿时秩序大乱

1949年10月28日，陈然上演了他生命中
最后的悲壮一幕。

在国民党法庭上，法官张界宣读判词：“成
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陈然，《挺进报》负
责人，印刷《挺进报》。”听到这些，陈然、成善谋
这两位老战友惊喜地四目相对，他们甩开特务
的看押，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约而同说出：

“紧紧地握你的手！”
“致以革命的敬礼！”
原来，《挺进报》特支和电台特支都是单线联

系，互不往来。陈然在印刷《挺进报》的时候，发现
每次从组织上转来收录的电讯稿，字迹工整，一笔
不苟，他被收录员这种认真的态度深深折服。

他写了一句“致以革命的敬礼”向这位同志
表示敬意，考虑到工作纪律，没有署名，由组织
转交。几天后，他收到回信，也是简单的一句

“紧紧地握你的手”，同样没有署名。
“这位同志其实就是他的老战友成善谋，但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遵守党的工作纪律，从不
相互打听和谈论工作情况。”刘和平说。

两位战友的“表白”使国民党的法庭顿时秩
序大乱，审判实在无法进行下去，特务只好草草
收场，将他们押往刑场。

“陈然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
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
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
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刘和平说，陈然
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是他对生命意义的有力
诠释。气节是人生的灵魂支柱和精神脊梁，高
尚的气节是每一个党员干部应有的品质。守护
初心使命，砥砺政治气节，磨炼政治风骨，党员
干部就有力量，我们党就有力量。

据重庆日报

陈然：以身殉真理

陈然。 （红岩联线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