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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綦江籍烈士王奇岳，1928年秋化
名叶玉文赴天津中共顺直省委工作，1929
年春担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其时，彭
真化名傅茂公，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1929 年五六月间，王奇岳、彭真因叛徒出
卖，先后被捕关入天津监狱。他们在狱中
经受住残酷考验，组织领导被关押的同志
和狱友，与监狱当局展开斗争，并取得一次
次胜利，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无畏、英勇不
屈的崇高品质。

斗智斗勇保护组织

王奇岳经历丰富，富有斗争经验。
1920 年下半年，他从重庆赴法勤工俭学，
1925年由法国巴黎转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
学学习，随即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下半
年，王奇岳奉命回国开展党的工作。他先
被安排在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党中央迁
往上海后，就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1928
年秋，王奇岳被调到天津中共顺直省委。
为掩护工作，组织上批准他与共产党员李
盛莲结为夫妻。

王奇岳到达天津时，正值国民党反动
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斗争形势十分严
峻。在工作中，他做事谨慎，行动隐秘。一
次，他去联络点接头，该处突然被敌人围
住，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几名共产党员和
一些嫌疑人员。他们被押到军警督察处，
集中关在一间屋子听候审讯。王奇岳趁屋
内人多混杂，赶紧脱掉长袍马褂，与一个卖
油小贩调换了衣服。接受审讯时，他从容
地称自己是卖油的。敌人问：“你既是卖油
的，为什么跑到共产党机关里去？”他佯装
不知情，老实巴交地答道：“我是去要账
的。”敌人恶狠狠地反复逼问多次，他始终
一口咬定是去收账。由于看不出破绽，敌
人把他训斥一顿就放了。王奇岳出来后，
穿过大街小巷走了很远，见无人跟踪，才返
家布置有关人员转移隐蔽。

1929 年 5 月，中共顺直省委派锄奸队
长郭宗鉴处决叛徒、原顺直省委委员王藻
文和李德贵。不料，王藻文被击中却未当
即死去，还向随后赶来的法租界巡警告发
了郭宗鉴。王藻文之妻张健生和李德贵之
母也背叛革命，向敌人提供了党的组织和
地下党员活动线索。

随后，顺直省委交通员陈涤云被捕叛
变，供出设在法租界的中共顺直省委机关收发室地址及一些
共产党员的下落。省委书记卢福坦、秘书长王奇岳、省委发行
和保管文件的刘秀峰先后在收发室被捕，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彭真、市委委员金城以及省委的詹大权、郭宗鉴等也在各处被
捕。

被捕后，王奇岳等被法租界巡捕房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
公安局关押。受审时，王奇岳自称叶玉文，刚从上海到天津报
考南开大学，在朋友的介绍下，到收发室找一个地方暂住，并
表明自己与收发室的人毫无关系。然而，陈涤云却供出王奇
岳是省委秘书长。尽管王奇岳坚持声称不认识陈，但敌人对
他反复施以酷刑，企图逼他招供。王奇岳几次昏死过去也拒
不承认。由于王奇岳始终否认，加上陈涤云不知道王的住址
和家庭情况，更提供不出其他证据，敌人只好把王作为嫌疑犯
处理。

彭真被捕后，考虑到身份已经暴露，趁与郭宗鉴一同关在天
津市公安局特务队时，两人商量对策，决定牺牲自己，主动承担责
任，供认自己为省委领导，以保护省委和被捕同志。彭真后来回
忆说，1929年被捕后，“为了缩小党的牺牲范围，决心牺牲和承认
已遭受敌特叛徒严重破坏、敌特早已知道的前任省委，即我曾任
组织部长的已被停止职务的那任省委，以排除保存被捕的现任省
委负责人和其他干部及党的组织”。

之后，彭真与郭宗鉴迅速开展工作，组织被捕同志翻供、串
供，保护了大批同志，使10多人无罪释放。（未完待续）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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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陈富
为 摄影报道）“警察同志，我捡到个东
西，感觉挺特别！”7月14日，市民张先
生来到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局食药环支
队求助，说着，便把手伸进提袋，拿出一
只眼大头圆的带壳爬行动物，小心翼翼
地递交给民警。

经了解，当天下午，张先生在钓鱼
城街道某小区附近的路上，发现一块正
缓慢移动的“石头”，定睛一看，原来是
一只少见的乌龟，正吃力地向前爬行。
因担心被路人、过往车辆碾压，于是将
其带回并寻求民警帮助。

经民警观察测量，乌龟体长近 30
厘米，体重达2.2千克，四肢颀长，头如
琵琶，眼似黑豆，背甲、腹甲较凸出，呈
黄褐色，民警初步判断，是一只品相少
见的成年陆龟。检查发现，陆龟右后脚
有一处近1公分的伤口，导致其精神状
态较差，经验丰富的民警立即为其敷药
包扎，还悉心喂养照料。

“先把它养好，可能是保护动物！”
食药环支队副支队长杨亚军叮嘱，要随
时观察龟的健康状况，还专门安排了民
警进行照料。

7月16日，见乌龟伤口慢慢愈合，
精神状态好转，民警联系合川某野生动
物救助站准备进行转交。救助站工作
人员介绍，民警救助的这只乌龟是国家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缅甸陆龟，是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中的极危品种，可以说比大熊猫还
金贵。

据悉，缅甸陆龟是陆龟科、印度陆
龟属乌龟，属中型龟类。其平均寿命在
40岁左右，成年个体重1千克以上，性
格温顺有灵性，以草食为主，主要分布
在印度东北部至越南、马来半岛及中国

云南、广西等地。
据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这次民

警 救 助 的 缅 甸 陆 龟 年 龄 在 35 岁 以
上，相当于人的 70 岁，算是年逾古稀
了。因缅甸陆龟是外来物种，不宜
放生，下一步，救助站会将这只“古
稀龟爷”交由重庆市林业局统一管
理。

公安提醒

1、如发现不明原因受伤、生病或
死亡的野生动物，不能视而不见或
私养；

2、为避免破坏本地生态，不要随
意放生外来物种；

3、严禁徒手抓捕或买卖、食用野
生动物，在确保自身安全或避免直
接接触的情况下，可向林业、公安部
门报告。

被救助的“古稀龟爷”竟比熊猫还金贵

民警抱着乌龟查看伤势

被送往救助站的“龟爷”

本报讯（记者 袁询 摄影报道）根
据全国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
日行动”部署要求，7月22日到24日，区
公安局开展首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
中统一行动，打击查处现行违法犯罪活
动，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切实提升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为确保行动打出声威、治出成效，
区公安局党委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结
合辖区实际，制定下发工作方案，专门
成立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
工作指挥部，全体民警辅警闻令而动、
听令而行，紧紧围绕工作重点，对辖区

重点路段、夜市街巷、娱乐场所、通道水
域开展治安巡逻和清查临查。

此次集中统一行动，区公安局共
出动警力 1020 人，警车 243 辆次，巡查
重点部位 153 个，检查场所 311 个，盘
查 人 员 1000 余 人 次 ，发 放 宣 传 资 料
3500 余份，查处酒驾 15 起、醉驾 10 起，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8人，取得良好效
果。据了解，下一步，区公安局将持续
深化社会面治安防控，严厉打击各类
违法犯罪，全力确保社会治安大局稳
定，以实干实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我区首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
集中统一行动圆满完成

民警检查公共场所消防器材

本报讯（记者 苟勇）7 月
21日，合阳中学携手南津街街
道进士社区开展“爱心助老
传递温暖”志愿服务活动，为
养老院老人送去关心和关爱。

一大早，合阳中学2023级
26班的学生代表与老师、家长
一起去到南津街街道进士社
区的江龙养老院，看望居住在
这里的110多位老人。

志愿活动中，同学们为
老人送上了牛奶、面包、糖果
等爱心物资。据了解，这些
爱心物资全是同学们自发利
用平时节省出来的零花钱、

压岁钱购买的。此外，同学
们还为老人剪指甲、捶背按
摩，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身
体状况，并祝愿老人身体健
康，尽情享受新时代的幸福
生活。

此次活动不仅让同学们
详细了解了老一辈生活的艰
辛，还让他们懂得了爱老敬
老、扶危济困传统美德的真
正内涵。同学们表示，回去
后将刻苦学习，弘扬中华民
族孝老敬亲、勤俭节约的传
统美德，努力成为祖国建设
需要的一代新人。

合阳中学携手南津街街道进士社区

爱心助老 传递温暖

本报讯（通讯员 杨刚）“行政复议
是啥子嘛？”“简单地讲，就是解决民与
官纠纷的一种高效方式……”7 月 22
日上午，区司法局联合区公安局、区交
通局等执法单位以及区政府法律顾问
在体育馆广场开展“行政复议宣传周”
集中宣传活动，面对面向群众宣传行
政复议相关知识，点对点为群众答疑
释惑。

集中宣传活动以悬挂横幅、发放
宣传彩页、摆放展板、派发“法治宣传
大礼包”等多种方式，向群众宣传行政
复议体制改革的内容、行政复议制度
的优势及行政复议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普及行政复议的概念、受案范围、

申请条件、申请期限、办案流程等知
识，积极引导群众通过行政复议表达
利益诉求，解决行政争议，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这次活动让我认识到行政复议
是解决行政争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的一种高效、便民且权威的行政纠纷
化解路径。”参加活动的张女士如是
说，“‘法治宣传大礼包’既有行政复议
指南、典型案例读本，又有便民袋、宣
传扇子，实用且惠民。”

据了解，区司法局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开展一次集中宣
传、一次体验日活动、一次视频展播、
一次短信普法、一次网络竞答“五个

一”宣传活动，多渠道、广形式宣传行
政复议知识，提升行政复议知晓度，扩
大行政复议影响力。

据悉，近年来，合川区立足法治政
府建设，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监
督、救济职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认真落实行政复议体制改革
各项举措，聚焦行政复议工作规范化、
专业化、便民化、协同化，着力打造过
硬行政复议软硬件设施建设，全面提
升行政复议工作质效。区司法局通过
在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行政复议
咨询窗口、30个镇（街）司法所设置“行
政复议便民接件点”，接受寄递行政复
议申请等，让人民群众少跑路、跑近

路，彰显复议为民情怀。据统计，2021
年 8 月以来，区司法局收到行政复议
申请 114 件，经依法审查予以受理 68
件，办结行政复议案件 60 件。同时成
立合川区行政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
积极推进复调对接工作，以调解等方
式终止结案46件，化解率40.4%。

“下一步，区司法局将深化行政复
议体制改革，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化解行政争议中的
积极作用，持续开展行政复议法律法
规宣传活动，在人民群众心中牢固树
立‘有行政争议 找行政复议’的维权
意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区司法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区开展“行政复议宣传周”主题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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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前从来没养过宠物，对猫狗一类
一直“无感”。自从一次机缘巧合下有了宠
物，自然也就对养宠一族多了一份关注。几
番观察下来，不免感触良多。

住过小区或高层的人都知道，宠物乱
叫和随地大小便最让人头疼。午休或夜
深时分，如果小区里传来连续不断的猫叫
狗吠，那一定是让人无比抓狂的一件事。
此外，以前电梯里经常可见宠物的尿渍，
小区走道上也时常摆着一堆堆的动物粪
便，居民对此深恶痛绝。业主为此强烈
抱怨和谴责，甚至以不交物业费向物管
提起抗议。现在，不少小区都设置了宠物
清洁站，免费提供纸巾，还有回收粪便的
容器，宠物主人只要稍微自觉一点，顺手
把宠物排泄物清理干净，就能维护和谐的
邻里关系。

关于养宠，还有一件令人发指的事就
是弃养。那些当初被主人视若宝贝带回家
的小猫小狗，生病了、老了，一些人就会选
择弃养或虐待。笔者曾在一个爱心群里见
群主发布了一则启事，一条老狗连续几天
在路口守候，痴痴等待着已经将它狠心遗
弃的主人……在网上看到不少类似的新
闻，每次都感觉无比心酸。

笔者身边有两个好心的朋友，发朋友
圈捡到过猫，最初都是蓬头垢面、一脸恐

惧，在朋友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下，猫咪得以健康快乐地成
长。“真弄不懂这些主人为什么要遗弃，朝夕相处难道没有感
情吗？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小生命啊！”每每提及此事，朋友
都十分感慨，表示收养或领养代替购买，是一种更有爱心的
行为。

都说猫狗等宠物是人类最忠心的朋友，它不仅是主人的玩
伴，更是主人家庭中的一份子。文明养宠，用爱呵护，互相陪伴
彼此的每一天，才是人和动物最好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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