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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不长的小街，却每天都吸引络

绎不绝的游客前来瞻仰。这里是“重庆

谈判”的重要场所、“双十协定”的签订

地，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统帅

部所在地，也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前身之一——三民主义同

志联合会的诞生地……

中央统战部“百年路·同心筑”媒体

采访团日前走进重庆、四川，从重庆市渝

中区中山四路开始，寻找、感受多党合作

事业在巴蜀山水间生根发芽、蓬勃发展

的“前世今生”。

中山四路65号，一处僻静的小院，
院内有两棵碗口粗细的桂花树，每逢
秋天，花开满树，满院芳香，“桂园”因
此得名。

1945年8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邀请，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进行和平
谈判。

在“桂园”，毛泽东、周恩来广泛会
见了国民党党政军各界要人、各民主
党派领袖、群众团体及文化艺术、工商
界人士，招待了各援华团体负责人、国
际友好人士及中外记者，向他们阐明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团
结、建设新中国的主张。

“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的
形象是被国民党污名化的，但经过抗
日战争，许多中间党派人士在和中国
共产党人的交往当中有了新的认识。
共产党人周恩来、董必武都具有中华
民族精神，都是饱学之士，矢志救国，
行廉志洁，且风度翩翩，在与共产党人
交往的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共产
党才是代表中国未来的政治领导
者。”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
告诉记者。

从“桂园”步行几百米，在车水马
龙的街边，另一处充满统战故事的历
史文化旧址——“特园”隐于一片绿荫
之中。

1941年和 1945年，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现为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前身之一的三民主义同
志联合会先后在“特园”成立。

“特园”是民盟元老鲜英的公馆，
抗战胜利前后，曾是中共和各中间党
派活动的重要场地，见证了中共南方
局在重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董必武将其誉为“民主之家”，
冯玉祥将军为之书写横匾。

“鲜英等民主党派人士是很爱国

的，他们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真正是
一个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献身的
政党，才会甘冒风险，慷慨将‘特园’贡
献出来作为中共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
场地。”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副研
究馆员丁颖说。

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也曾多次
前往“特园”，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
等共商国是，各方力量逐渐拧成一
股绳，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而共
同奋斗。

回望往事风云激荡，今朝豪迈创
伟业。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在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也发挥着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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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高坡陡的重庆向西逐渐过渡
到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来到毗邻重庆
潼南区的遂宁市，当地人告诉记者，这
里与民盟有着三十多年奇妙的缘分。

一切始于一次偶然的发现。时间
回溯到 1986年，当时刚刚建市的遂宁
确定了科技兴农的发展路线，计划聘
请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知名专家做科
技顾问。专家名单一汇总，发现大部
分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于是，在四川省委统战部的帮助
下，遂宁很快和民盟四川省委取得联
系，建立了合作关系。当年，300多位盟
员专家迅速从成都、重庆、绵阳、雅安、
南充等地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集聚

到遂宁，承担起“智力援遂”的任务。
位于遂宁市蓬溪县的黑龙凼水库

是“盟遂合作”的代表成果。2003年，
在民盟中央支持下，蓬溪人民盼望多
年的黑龙凼水库复建工程开工建设。
2006年水库建成，解决了当地7个乡镇
8.2万人畜饮水和灌溉用水困难。

参与该水库建设的蓬溪县政协原
副主席李发扬告诉记者，黑龙凼水库
工程凝结着民盟和地方干部的智慧和
心血，“工程的管理方、施工方、监理方
中也有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属于各个民
主党派，有民进的、民建的、九三学社
的，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学识，同心建
设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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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围绕不同的时代主题，各民主
党派积极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乡
村振兴中，也不乏他们的身影。

夹关镇是成都邛崃市一个风景
秀美的小镇，清澈的白沫江穿镇而
过。当地以盛产茶叶闻名，记者走
在美丽的乡村小道上，惊异地发现
路边的植物街景竟也是茶树。

四川大学教授李沄璋是致公党
党员，也是夹关镇“专家顾问团”专
家。他告诉记者，这样的细节设计
在夹关镇还有许多，“我们在规划过
程中非常注意保留本地优良的山水
林茶自然本底，并充分利用夹关镇
的‘茶马古道’‘解放渡槽’等人文资
源。”

记者了解到，夹关镇为成都市
委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市委会、邛崃
市委市政府联合启动的“蓉城星力·
同心桑梓”项目试点乡镇。近年来
成都各民主党派以“同心桑梓”为平
台，积极助力当地乡村振兴。

民盟成都市委会书画院副院长
赵弥在夹关镇成立了“筇竹杖”传习
所，传授“筇竹杖”制作技艺、交流推
广“筇竹杖”文化，将“筇竹杖”文化
传承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助力当地
乡村振兴。他制作的“筇竹杖”远销
尼泊尔等国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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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77注
77注

单注奖金
100,000元

---

应派奖金合计
7,700,000元
7,7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18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1年7月12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3,368,894元

本期开奖号码：3 5 0 1 5

本期中奖情况

404,429,765.0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
9月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
6,981注

0注
20,526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本地中奖注数
557注
0注

1,678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118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1年7月12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7,263,780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2,124,594元

本期开奖号码：3 5 0

本期中奖情况

18,364,475.5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
9月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开奖日期：2021年7月12日本期 全国销售金额：279,520,279元 本期使用第1套摇奖球
前区 后区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出球顺序：19 26 14 33 06 08 11
本期开奖号码：06 14 19 26 33 08 11

中奖注数

6注

3注

75注

38注

233注

573注

单注奖金

9,906,345元

7,925,076元

172,047元

137,637元

10,000元

3,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59,438,070元

23,775,228元

12,903,525元

5,230,206元

2,330,000元

1,719,000元

一等奖

二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奖级

三等奖

四等奖

中奖注数

13,290注

18,603注

34,162注

570,966注

6,160,207注

---

单注奖金

300元

200元

100元

15元

5元

---

应派奖金合计

3,987,000元

3,720,600元

3,416,200元

8,564,490元

30,801,035元

155,885,354元

奖级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合计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1079期开奖公告

本期一等奖出自：北京(基本1注)、江苏(基本1注)、浙江(基本1注)、山东(基本2注追加2注)、甘肃(基本1注追加1注)。
802,121,550.5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9月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15注
364注
4,940注

单注奖金
1,505元
50元
5元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118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1年7月12日 本期销售金额：133,634元

本期开奖号码：04 05 09 19 20
本期出球顺序：05 20 09 04 19

本期中奖情况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9月
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