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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8版）经过数日的严刑逼供，特
务们一无所获。6月20日，特务将唐虚谷、张
静芳等解往重庆，关押在渣滓洞监狱。

特务头子徐远举，见抓到共产党重要人
物，亲揽此案。他先令叛徒冉益智出面劝降，
唐虚谷厉声呵斥：“你当了叛徒，就不要再害人
了!”临别，冉想握手，唐虚谷说：“你手已沾满
革命者鲜血，我怎能与你握手？”并警告，“你应
该立即停止作恶，不要再给党造成危害，否则
没有好下场！”徐气急败坏，连声吼叫：“来人，
来人!”凶手一拥而入，将唐虚谷按伏于地，施
以酷刑。唐虚谷大汗如雨，手指破碎，仍怒目
视徐：“筷子终究是竹所制，我们共产党人是钢
筋铁骨!”徐长叹一声：“押回牢房!”

在狱中，唐虚谷每日坚持早操，并对狱友
说：“练坐老虎凳，我准备今后还要坐老虎凳”

“我们不能被敌人整垮，要留着这把骨头与敌
人斗争。”

张静芳入狱后，多次过堂，自始至终坚
持一致口供：“我是一个字都不识的家庭妇
女，丈夫做的事，我不晓得。”挨打受刑都只
是这句话。而且始终傻乎乎的，除了干活
——打扫卫生、包干倒便桶之外，像哑巴似
的不说话。因为她明白，敌人拿老唐没办法
时，肯定会打自己的主意。所以，这个装呆
装傻的办法最能麻痹敌人。唐虚谷称她为

“特别方面军”。
狱中，唐虚谷与杨虞裳、雷震等共产党员

研究，决定在各牢房组织难友学习。在狱中，
唐虚谷以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将《政治
经济学》《资本论》等著作部分章节背诵出来，
供大家学习研讨。作为狱中的年长者，且在
党内身居领导职务，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唐
虚谷逐步赢得全体狱友的尊敬，大家都尊称
他为“老大哥”。

在狱中，张静芳曾为两名难友接生，并细
心照料。常为男室难友缝补衣衫。大家称她

“好大嫂”。
1949 年 11 月初，重庆传来解放军的炮

声，唐虚谷预感斗争最后时刻已经到来，他鼓
舞狱友说：“虽然我们处于反动派的包围中，
我们的生死也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是，整个
反动派却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中，因此，最
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后代将同全国
人民一样，过上幸福生活，即使我们死去，也
无遗憾。”

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以转移为名，
将唐虚谷、江竹筠（江姐）等30多名革命者，
押解至电台岚垭杀害。同月27日，唐虚谷妻
子张静芳也被杀害于“中美合作所”。

重庆解放后，唐虚谷、张静芳被追认为革
命烈士，在沙坪坝歌乐山下的红岩广场塑起
他们的雕像。唐虚谷、张静芳从事过革命和
教学活动的渠县岩峰镇第一小学，也为他们
建起塑像。唐虚谷、张静芳被人们誉为“革命
英雄夫妻”！

（本文参考了《党史博览》《红岩英烈》等
档案文献）

人们常说，电影犹如生活，走进影院
去看一部电影，就如同走进一个个充满未
知的洞穴，去探索不同的人生。在人们对
精神文化日益渴求的当下，电影作为独特
的文化产品，其所蕴含的情感、道德、精
神、文化等特质受到追捧。走进电影院看
一场电影成为新的、潮流的生活方式。

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传递者，达州日
报社与达州电影公司强强联手，在《达州
日报》《达州晚报》开办“如影随行”专栏，
为达州市民呈上精神食粮，营造一个“文
艺自信、精神充实”的文化艺术氛围。

您可用文字形式，分享电影影评、生
活随笔等稿件，作品将有机会刊登在《达
州日报》《达州晚报》“如影随行”栏目上。
稿件一经选用，将获得由达州电影公司送
出的2张电影票兑换券，该券可在达州电
影公司旗下的太平洋影城（达州红旗店）、
太平洋影城（达州城南店）和达州巨幕影
城三家影城兑换观影。

电影兑换券领取地址：达州市通川区
通川中路255号达州日报社307办公室。

作品要求
1.作品内容：电影影评、生活随笔等

文字稿件。稿件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思
想健康向上，弘扬时代精神，文字简洁，文
风鲜活。500-1000字。

2.来稿首页请附作者姓名、联系方
式，便于联系发放兑奖券事宜。

3.来稿请勿一稿多投，必须为个人原
创作品，文责自负。

4.投稿邮箱：523349842@qq.com。
投稿时请以“如影随行+作品名称”作为电
子邮件主题。

5.投稿截止时间为2022年4月7日。

三店影城简介及优惠活动

达州太平洋红旗影城

红旗影城位于通川区来凤路296号。
是一家按国家星级影院标准修建的一座新
型影城，现有6个高清晰数字电影厅6厅6
幕，同时可容纳观众578人。影城的4D影
厅体验独特，具有主题突出、科技含量高、
效果逼真、画面冲击性强等特点。

优惠活动：
1.每周一三人同行，一人免单（正月

初一到初七除外）。
2.每日13:00以前场次享受19.9元优

惠（正月初一到初七除外，不限购）。
3.周三会员APP购票19.9元一张。
4.会员观影 25 元一张（特殊影片除

外、正月初一到初七除外）。

太平洋影城（达州城南店）

达州城南店位于达州市达川区翠屏
街道汉兴街288号寰宇华府，由四川省电
影公司与达州市电影公司共同投资1300
多万元打造，共设7个豪华影厅，4个独具
特色的个性化主题迷你影厅，可同时容纳
700余名观众。

优惠活动：
1.每日 13:00 前观影所有影片 19.9

元。（正月初一至正月初十除外）。
2.每周三会员APP购票19.9元（每个

ID限购2张）。
3.会员充值 200 元送 100 元，充值

500 元送 300 元，充值 800 元送 500 元
（正月初一至正月初十除外）。

达州巨幕影城

巨幕影城位于西外滨江四季花城一
期，设有 7 个现代化影厅，全系激光一体
机。特设4K巨幕厅一个，可同时容纳460
人观影，银幕尺寸约300平方米，为目前达
州最大影厅。影城单独设置了亲子厅和
VIP厅，亲子厅色彩斑斓，墙上配有云朵装
饰，播放影片以儿童国语影片为主；VIP厅
配备豪华电动沙发，舒适度更高。

优惠活动:
1.会员充值 300 元送 100 元，充值

1000元送500元。
2.凭当日电影票可到前台免费领取

停车票。
3.会员观影19.9元一张（正月初一到

正月初七除外）

三店现推出团体票及包场活动，团体
票三店通兑。更多超值优惠，详情请咨询
各影城。

征集令|分享您的电影故事
□严衡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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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日报网免费同步推送

@致客户
提供相关资料，办理简便快捷。
@致读者
使用本栏信息，请依法签合同。
@关于收费
小格600元/3周 1000元/6周
大格1000元/3周
@关于我们
咨询电话：0818—2377273
15182829150（微信同号）

“达州日报网”将同步免费推送，刊登在
便民栏的“信息直通车”里。

养生益肝，精装包邮60元一盒
热线:17738390350

万源纯天然
富硒树花菜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壮大乡村产业壮大乡村产业

免费刊登，掌上达州、云达州同步推送

喝土家烈酒、品土家风味、看土家歌舞

巴山大峡谷水井坡民宿
联系电话：15196868067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生态种植，营养丰富。

联系电话:
18780852111

开江贡米

达州市鼎轩人食品有
限公司招聘区域业务员、
办公室文员各若干名，待
遇 面 议 。 电 话 ：
13541089321刘先生

招 聘

转让租售

招生招聘

西外金山小区清水房两套
109m2/套，5550 元/m2，电
梯房，洲际泊雅湾清水房
一套，108m2，6600 元/m2。
15182899777（黄）

住房出售
市中心博视影城一楼

65 平方米空门市出租，无
转让费，可经营服装、家居
用 品 等 。 电 话 ：
13079055969陈女士

门市出租

大竹青年路 71 号六
一桥空坝三角地 294.76
平方米（使用权为出让）公
开出售或出租。

电话：13330833098

出售出租 把需要给我
把满意给你

达州市报业旅行社
伴您同行

咨询热线：15892987755

本旅行社承接各
类旅游、自驾游策划、
团建等。

市级一事业单位招聘财
务人员，不超过 35 周岁，
财会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具有 5 年以上会计工
作经验，有会计中级资格
证书及在一般纳税人企业
工作经验者优先。能熟练
应用财务及 office 办公软
件，对用友、金蝶等财务系
统有实际才做经验者优
先。电话：13778328000

招 聘

南 外 西 环 路 699 号
（八字口）黄金地段门市
（二楼）面积 323 平方米，
营业中，整体优价出售。

电话：18080151937

门市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