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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有一位女共产
党员，靠着她的沉稳灵活和出色的自身素
质，用多重身份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青
春与生命，她就是胡其芬。胡其芬，原名叫
胡永萱，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38年，19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她的革命经历，与她一生中所使用过
的四个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1938 年至
1939年，刚刚入党的胡其芬根据组织安排，
先后进入中央财经大学柏溪分校、北碚复
旦大学新闻系就读，那时她还叫“胡永
萱”。由于在校内活动中十分活跃，很快引
起了国民党当局注意。1940 年，国民党顽
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产
党人和进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离学校，
调入《新华日报》研究室担任英文翻译工
作。从此，她不再用“胡永萱”这个已被敌
人注意的名字，而是以“胡南”的身份出现
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为预防
国民党顽固派的突然袭击，中共中央南方
局决定将新华日报社200多名工作人员精
减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属于被疏散隐蔽的
人员之一，后被调往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担
任秘书。

再次回到重庆，已是4年后。1945年12
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参加政
治协商会议，胡其芬作为随团工作人员，在
邓颖超直接领导下从事妇女工作。因为胡
其芬学历高、英语好，党组织根据重庆地下
斗争的需要，决定让她以一个基督徒的身
份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此广泛联系各
界妇女群众。

1948年4月，胡其芬被捕前，党内身份
是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地下党员刘国鋕的亲戚、
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英语家庭教师。由于叛徒出卖了刘
国鋕，胡其芬意外被捕。狱中，她正式用了“胡其芬”这个名字。
胡其芬不但没有透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甚至连自己的真实姓
名也没让敌人知道。

入狱后，胡其芬很快与早先入狱的许建业等人建立关系。
据胡其芬同一牢室的工人党员牛小吾回忆，她们隔壁关着许建
业，重镣重铐，专门有一个特务班长看守，不准任何人与他接
近。一天放风，趁特务班长离开之际，牛小吾找许建业说话，许
建业告诉她，是任达哉带人在茶馆里抓了他，又说他已告诉胡其
芬把难友们组织起来。胡其芬按照许建业的嘱咐，在监狱内进
行了各种地下组织活动。

胡其芬深知，敌人的营垒不是一块铁板，她要找到冲出围圈
的突破口。胡其芬了解到医官刘石仁富有同情心，曾冒险帮政
治犯带信给家人，于是借看病机会试探刘石仁，塞给他两张字
条：“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
尤其我这病人，请接受我代表难友向你表示感谢！”“医官，不要
怕！”刘石仁迅速收起字条，没有声张。

几天后，胡其芬托刘石仁带张字条到陆军医院交给大姐胡
永芬，要家里带点日用品和药物。刘石仁完成了任务，并将胡家
托带的物品悄悄带给胡其芬。又一条与狱外联系的秘密渠道就
这样被打通了，胡其芬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信，其中有一些就是通
过刘石仁传递出去的。

胡其芬还和难友们发起了狱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斗争——绝
食谈判。1948年12月15日，原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因伤势过重，
得不到有效治疗，在狱中病逝。为了抗议特务对龙光章的迫害，
狱中党组织讨论后决定开展绝食斗争，要求在狱中召开追悼会，
改善狱中环境。胡其芬抱病和难友们一起绝食三日，终于迫使
特务看守所长允许召开追悼会。

“在最困难的集中营里，这次斗争的成绩，是相当成功的。
难友写出了许多用草纸做的挽联，扎制了黑纱、纸花，充分表现
了灵活的创造性和团结的斗争精神。”罗广斌后来在交给党组织
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心中有信仰，即使环境再艰苦，真正的共产党人也仍然充满
乐观心态。胡其芬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在红岩魂陈列馆珍藏
着一把由胡其芬自制的团扇，扇面上题写了“清风徐来”四个字，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中，她通过做这些小玩意儿、教大家唱救亡歌
曲活跃气氛，鼓励大家开展对敌斗争。

对于刚入狱又缺少斗争经验的年轻同志，胡其芬以过来
人的身份热情地做“辅导”，帮助她们认清形势、安定情绪，教
她们如何对付敌人、如何对付刑讯，还跟她们谈气节问题，指
出哪些行为是背叛革命。特务提审进步女青年张坤璧时，胡
其芬的辅导课发挥了作用。张坤璧没有被各种各样的刑具
吓唬住，经受住了敌人种种威胁和拷问，没有泄露党的任何
机密。

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终日不见阳光，伙食粗劣不堪，许多
难友严重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有的还患了痢疾、肺结核、心脏
病。胡其芬入狱后就患了严重的心脏病，身体日趋衰弱。但她
对自己的病并不在意，依然热情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难友。她
把家里送来的药品、鱼肝油丸等，分送给有病的难友。左绍英生
了孩子，缺奶，她又把奶粉送给了孩子喝，还把自己穿的绒线衫
拆了，给孩子编织衣服。

1949年11月20日，胡其芬化名为“吉祥”，写了一份《最后的
报告》托人带出去。报告开头写道：“10 月 20 日歌乐山难友公
开被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公馆附近电刑房内烧
死50人，江姐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沉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
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同
时，胡其芬还在报告的后半部分提出了营救的意见。《最后的
报告》成了记录国民党罪行的铁证，也告诉世人，深陷牢狱的
革命者虽抱着为了革命视死如归的信念，但在任何时候都没
有放弃对生的追求，他们渴望活下来，更渴望在新中国的建设
中发光发热。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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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在该院发布的
一起养老诈骗案例中，受害老人达
2723名，涉案金额高达1.29亿元。回
忆起被骗经历，案件受害人之一、年
逾六旬的张慧（化名）懊恼地说：“我

盯着高额的利息，骗子盯着我的本
金……”（7月12日《工人日报》）

近年来，各地养老诈骗屡有发
生，一些不法分子以提供“养老服
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
品”、代办“养老保险”为名，对老年人
实施精准诈骗。一些老年人由于防
骗意识不强、辨别能力弱等诸多原
因，极易深陷骗局。

笔者以为，要斩断伸向老年人
“钱袋子”的黑手，还需多方发力。

首先，公安部门要发力。各地公

安部门应对养老诈骗行为采取“零容
忍”的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既要
帮助老年人追回被骗钱财，又要对不
法分子实施严厉打击，让不法分子得
到法律的严惩。

其次，政府部门要发力。各地政
府部门，包括社区、居委会等基层组
织，应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和网络等
媒体，加强对老年人的防诈骗宣传教
育，比如：开设防骗知识专栏、介绍身
边真实案例、举办防骗讲座等，增强
老年人的识骗防骗意识与能力。

其三，子女要发力。作为子女，
应经常给老人宣传防骗知识，可以利
用网络下载一些防骗资料，或读给老
人听，或让老人自己看，让老人学会
防范骗局，帮助老年人管理好存折、
现金。

守护好“钱袋子”也是对老年人
的一种关爱。希望相关部门、子女能
形成合力，共同斩断伸向老年人“钱
袋子”的黑手，努力营造“不敢骗、不
能骗、骗不了”的良好社会氛围，让老
年人乐享晚年生活。

合力斩断伸向老年人“钱袋子”的黑手
○廖卫芳

7月9日，位于城北苏家街的威格城
大酒店来了一位戴着棒球帽的男子，将
一幅国画《八骏图》无偿送给了酒店老
板。他说：“只要有人喜欢，我就愿意
送，艺术应该为大众服务。”

这位送画的男子名叫李渝桨，是
合川区医药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还是一位造诣深厚的书画爱好
者。李渝桨说，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几
十年下来，他所画的奔马、人物等国画
曾多次参加各类画展。尽管已经有了
一定的名气与市场，但他还是经常为
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而赠送自己的书画
作品。

现年 68 岁的李渝桨，原籍山东聊
城，1954年3月出生于江津，不久，父亲
调至合川兵役局（区武装部前身）工作，
他与母亲也随之扎根合川。

生于军人家庭的缘故，李渝桨从小
就经常看到解放军战士骑着军马执行
任务，威武的英姿让他心怀憧憬，恰好
他的生肖也属马，于是李渝桨幼时格外
喜欢看有马的连环画，并热衷于模仿连
环画学习画马。

李渝桨的学画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1969 年，他下乡到盐井当知青，
1970年进入江津造纸厂当学徒工，一直
干到了厂里的宣传干事，他不仅学会了
生产技术与行政管理，还经常参加江津
文化馆组织的文艺培训，受到了阎松
父、廖天林等江津知名画家的指点，在
画马的同时又开始学画人物。1979年，
李渝桨调回合川，在原合川食品厂工
作，依然积极参加合川文化馆组织的美

术创作培训，得到了周北溪、江从革、唐
吟仙、李云松、程行等合川知名画家的
教授指导。

擅长画马的合川老一辈画家江从
革在指导李渝桨时，认为他画的马还
有提升的空间，曾专门给李渝桨画了
两件马的“课稿”，让李渝桨照着“课
稿”练习。有了前辈的指点和鼓励，
李渝桨更加专心刻苦，他画马，常用
左手执笔，挥毫写意，几乎不用草稿，

一气呵成，不同形态的
马都有不同的气势，有的纵横驰骋，
有的昂首长啸，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
神气质，体现了中国书画的境界“应
物象形，气韵生动”，具有强烈的艺术
感染力。从八十年代起，李渝桨作为
第一届合川美术家协会理事，创作的
奔马、人物等国画作品陆续参加各种
国家级、省市县级的画展，在合川乃
至川渝美术界有了一定名气，被许多

爱好者收藏。
1992 年，李渝桨前往海南、广东等

地发展事业，先后从事房地产开发，酒
店管理、医药器械销售、企业营销策划
等工作，尽管工作辛苦，少有闲暇时
间，但他仍不放弃美术爱好，更不愿放
弃画马。李渝桨说：“不管是在读小学
还是下乡当知青，不管是在工厂当工
人还是到广东、海南‘下海’，我只要有
点空余时间就坚持绘画，用穿云破雾

腾飞的奔马精神来激励自己不断克
服困难，向前进。”

在奔马精神的鼓舞下，李
渝桨自学考取了大专文凭，
也积累了不少经营管理经
验。1998年，李渝桨回到
合川，任重庆国泰生化药
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3年，他当选合川区医
药行业协会秘书长，因其
办事热心，组织能力强，后

担 任 常 务 副 会 长 兼 秘 书
长。2014年退休后，仍未放下

画笔的他当选合川区钓鱼城书画
协会副主席。

李渝桨说，他小时候画马，是认为
马很神气，参加工作后，则是体会到了
马的进取精神，于是以画马的方式来
鼓舞自己与同事的士气。主持着合川
区医药行业协会工作的李渝桨，多次
将自己创作的奔马图赠送给协会会
员，希望用马儿的奋进精神激励广大会
员共同努力，为做大做强合川医药产业
作贡献。

心怀奔腾梦 最是爱马人
○记者 周云 文/图

一日千里 李渝桨 绘

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 摄影报
道）7月15日，南津街街道人大工
委组织辖区部分区人代表携手
大南街幼儿园党员志愿者、区慈
善会三好爱心基金志愿者开展

“情系一线 夏送清凉”高温慰问
活动，向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送
去防暑物资。

活动中，人大代表、志愿者
慰问了紫荆园社区部分自治小
区护院志愿者、小区安保、保洁
工作人员、社区协勤等，为他们
送上藿香正气液、纸巾、花露水、
凉茶、香皂、洗衣液等物资，叮嘱

他们要注意身体，防止中暑，做
好防护工作，时刻注意人身安
全。

人大代表、志愿者纷纷表示，
感谢高温天气下坚守在一线的工
作人员，是他们顶着烈日，用劳动
和汗水为辖区群众营造一个干净、
整洁、舒适、安全的工作生活环
境。他们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关心
关爱一线劳动者，科学组织生产建
设活动，把防暑降温工作和劳动安
全保障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一线工
作人员平安度夏、健康度夏、清凉
度夏。

南津街街道人大工委

慰问坚守高温一线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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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渝桨▲

▲

本报讯（记者 袁询 摄影报道）暑
假来临，为让全区广大少年儿童度过一
个安全、健康、快乐的假期，日前，区各
级妇联组织上下联动，广泛开展“少年
儿童心向党 用心用情伴成长”暑期儿
童关爱服务活动，通过安全知识讲座、
趣味活动等方式为孩子们的快乐暑假

织好安全防护网。
7月12日，草街街道妇联联合重庆

移通学院大学生在十字路社区儿童之
家开展“情暖童心”儿童志愿服务活动，
20名儿童参加。活动以“亲情”为主题，
让孩子们画出自己心目中最美好的亲
情，不仅激发了孩子的绘画兴趣，也充

实了暑期文化生活。绘画完成后，社区
妇联赠送每位儿童一件学习用品，希望
孩子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能培养自己
的兴趣爱好。

7月15日，清平镇清平社区家长学
校开展“青少年防溺水知识”讲座，辖区
30 余名家长参加此次讲座。志愿者讲

解了防溺水教育的重要性和造成溺水
的多种原因，并介绍了游泳小常识、出
现紧急情况如何处理以及溺水时的自
救方法等，呼吁市民一旦发现有青少年
独自在江边、水塘及深水池玩耍，一定
要上前制止，为防溺水事件的发生出一
份力。

区妇联

开展暑期儿童关爱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