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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传
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社
区认真落实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
响应，实行封闭管理，出入人员和车辆只
走一个门，在社区大门口，除保安外还多
了一个岗——
—共产党员先锋岗。
共产党员先锋岗最初时很简单，连个
岗亭都没有， 只在门口立了一个一米宽、
一米六左右高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共产
党员先锋岗”7 个大字。 顾名思义，在共产
党员先锋岗值班的都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
员先锋岗别看设施简单却承担着重任，是
抗疫的风险岗、战斗岗和责任岗。
共产党员先锋岗是抗疫的风险岗。 谁
都知道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社区住着几千
人，南来北往，进进出出，先锋岗上的共产
党员每时每刻都在与人打交道，接触人员
最多，被传染的风险也最大。 沧海横流方
显英雄本色，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刻，不怕
危险，豁得出来的是共产党员。 在岗值班
的共产党员，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也
有家庭，但为了社区居民的安全，他们舍
小家为大家，奋不顾身，站在抗疫一线，尽
职尽责，彰显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 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打消
了社区居民的紧张情绪，坚定了战胜新冠
肺炎疫情的决心和信心。 社区取得抗疫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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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共产党员先锋岗功不可没。
共产党员先锋岗是战斗的岗。 抗疫
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是人命关天的
大事， 共产党员先锋岗是全民抗疫的先
锋，是一线的战斗岗。 疫情爆发初期还是
冬天，天津又下了一场大雪，我所在社区
的大门口在高层住宅楼的背面， 冷风阵
阵，保安有保安亭，而先锋岗的共产党员
站在冰天雪地之中， 冒着刺骨的凛冽寒
风，为进入社区的人们测体温，做登记，
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他们发现社区一个
住户感染了新冠肺炎， 立即与有关部门
配合采取隔离措施， 避免社区出现聚集
性感染。 党员先锋岗的同志们，以战斗的

姿态，负责的精神带动了社区居民，绝大
部分人都主动配合， 保证了社区取得防
疫工作的胜利。
共产党员先锋岗是责任岗。 新冠肺

炎疫情肆虐蔓延， 做好社区防控是保护
居民生命安全的关键。 实践证明，共产党
员先锋岗责任重于泰山。 在疫情防控最
紧张时，小区实行出入证制度，出，问清
去哪里；进，问清从哪里来，登记册写得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最基础的工
作，是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 一旦有事儿
可以追根溯源，准确无误。 共产党员先锋
岗的工作，看起来平凡却责任重大。 在我
们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上， 共产党
员先锋岗留下光辉的一页。 只要人民的
事业需要， 共产党员先锋岗就会出现在
人们的视野中， 默默地为人民奉献自己
的光和热。
抗疫胜利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忘记共
产党员先锋岗，不要忘记在先锋岗上值班
的共产党员们。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
（北辰区委宣传部 区文明办 区文旅局 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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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美丽留春驻；
社会和谐助梦飞。
不辞善小而为，终成上善；
常守公平以治，定现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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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端午祭屈原
于 军
端午来临品粽香，
中华龙族喜洋洋。
划舟竞赛传情致，
摇撸争雄国运昌。

刘宝起
艾蒿苇叶满堂香，千载离骚咏楚殇。
屈子忧民福四海，奸人浊世祸八方。
情牵社稷书天问，恨绕胸怀赋九章。
贤士精神传万代，粽团江下祭忠良。

江城子·歌屈原
郭永生

五月 尘封的一个日子
祁永宏
五月 尘封的一个日子
一首诗站在门外 往事如烟
失忆的雨季
把苦涩沁泡成茶
此刻 汨罗
尚不相识
却被一枚苇叶
带进红尘的酒盏
无怨 无怒 无愁 无泪
只将香艾拨于衣襟
在微醺的光影里
捞起一段《离骚》
唯余一份谦恭与敬畏
捧读

让生活充满阳光，用和谐织梦 ;
将事业酿成春色，引幸福登门。
—穆洪信
——
一分诚信一分善；
多彩文明多彩春。

端 午
端午情思（水韵七阳）

致富图强，喜圆中国梦 ;
求真务实，牢固小康基。

终生自愿比红橘，
秉无私，
志难移。
数度放逐，
心阔赛伯夷。
奔走多方忠楚事，
俗不媚，
万世师。
汨罗水幸贮英躯，
怒风凄，
荡尘埃。
雷震轰隆，
传浩瀚楚辞。
电闪劈妖奸佞扫，
除晦暗，
奠新吉。

核心价值凝心，喜圆中国梦；
魅力城乡聚力，乐享盛时春。
—王家祥
——
子孝双亲，情深意重 ;
民忠一国，血热志坚。
共营理想共迎春，人间友爱；
同住地球同筑梦，世界和平。

民主经，文明纬，织出和谐春色 ;
爱国志，敬业心，搏来美好明天。
—谢发宝
——
诚信立身，鹏程万里；
文明为道，伟业千秋。

富梦连强梦，夙梦前程远；
民心向党心，核心价值高。

胡杨

柳含烟

每年五月五日
乡亲们怀着对你的念想
隔着遥远的时空
怀念你的诗句也怀念你的风骨
汨罗江这条河无声无息地流淌

汨罗江边
一个孤独的生命在行走
一生，都不想借鉴别人的表情
附和，违心的哭笑
为自己制造伪幸福
在岁月里垦荒
忠诚自己的言行，举止，思想
灵魂是肉体的导师
你宁死不落进别人设计好的陷阱
不许世俗名利弄脏双眼

爱满人间，善满人间，人间美好；
诚扬天下，德扬天下，天下和谐。
—刘宝起
——
善举益人非索报；
德行惠我要知恩。

联载文章歌盛世；
墨波梦想赞中国。

黑夜锁住眼睛，用心仰望星空
夜不黑，黑的是那个世界
在蛮荒之地流放
以橘为师，独立不迁
梦是肉体的火种
选择孤独的人将不会孤单
敞开胸膛，聚来雷电风雨
用诗歌挫败谗言
用文字助君王一臂之力
用羸弱之躯创世诗歌王国
郢都陷落，山川蒙尘
你在江边逡巡复逡巡
江水，承载太多的倒影
仰天太息，家国何在
无须再提：楚虽三姓，灭秦必楚
波涛汀芷蕙兰流芳两千年
端午，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竞渡
端午，有岸的地方就有诗人
基因里遗传着你的风骨

端午即事
汪亭
五月初五故乡正举行
一场盛大的集会
村庄忙碌，河流喧闹
阳光和雨水赶趟儿地齐聚庭院
母亲割一把艾蒿
插在门楣，守护安康
湖中游龙舟青黄相竞
孩子的欢呼盖过江水的笑声
千万句诗词都抵达不了缅怀的
深度
可一个端阳节
却代代延续华夏民风

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
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
华发满头。 每当回想起在部
队的峥嵘岁月，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 虽距今已半个多世
纪了， 但往事历历在目，记
忆犹新。
上世纪 60 年代，我参军入伍，经过一阶段新兵集训后，被分配到
广东省海南岛（当时为海南行政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某高射
炮兵部队，担任一炮手，就是瞄准手。那段曾经付出过鲜血、青春和激
情的岁月，刻骨铭心。 其中发生在广西中越边境上的一段经历，使我
终生难忘。
那是 8 月的一天晚上，忙碌了一天的战友们刚刚入睡，就被一
阵急促的警报声唤醒，战友们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战位，并做好一切
战斗准备。 根据上级指挥部的命令将炮火对准指定的 X 号方位，当
时阵地上一片漆黑， 寂静无声， 与此同时只见一架飞机从正面飞
来，机身上亮有航行灯，我通过瞄准镜上的十字将目标牢牢锁定并
跟踪，同时等候指挥员的命令，而此时正传来侦察班长陈汉荣同志
的大声报告：报告连长，前方是我运输机！ 连长厉声问道：你敢不敢
负责？ 答：我敢！ 随后，连长马上向上级指挥部汇报。 过了不久，就
传来命令，炮口向后旋转 180 度，并解除战备，阵地上又恢复了往
日的平静。
事后得知，那架飞机确是我方运输机，由于方方面面原因，飞行
预报没有及时下达到防区及防空部队，造成险情。 该次事故由于侦
查员的过硬军事技术及敢于负责任的担当精神， 及时准确的报告，
避免了一起误伤我机的重大事故发生，为此陈汉荣同志荣立个人三
等功。
当事后战友们问陈汉荣同志在夜间视线不良的情况下， 为何
敢那么肯定是我机？ 陈汉荣同志只是笑笑说：“凭的是经验、冷静与
分析”。 其一当飞机上空时飞行轨迹自然大方，而敌机会有所不同。
其二，特别是夜间能见度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侦查员可通过听飞机
的飞行声音来判断， 因为各种飞机在飞行时发出的声音都会有所
不同， 只有在平时熟练掌握这些本领再综合当时具体情况加以分
析， 才能准确无误判断出正确结果。 这是平时下苦功夫才能做到
的，而陈汉荣同志平时所下的苦功在关键时刻得到了验证，他的事
迹随后被部队广为宣传，战友们亲切称他为小雷达，同时也是大家
学习的身边好榜样，而部队也掀起了练兵新高潮，练好过硬本领保
卫祖国。
自己难忘往事中的一段，写成小记与诸君共勉，让思绪在旧日时
光穿行。改变的是人生，不变的是记忆，在最好的年纪我们奋斗过，我
们有无悔的青春，我们无愧于伟大的祖国。
怀念激情燃烧的军中岁月。

曾在军旅
征文

—门荣荣
——

忆党史重温峥嵘岁月

—蔺洪柏
——

—北辰党史大事件回顾
——

绚丽宏图描愿景；
斑斓彩梦焕民生。

知荣耻，讲文明，处事当思高格调；
爱国家，立诚信，为人争做好公民。
—常桂云
——

与人诚敬人人敬；
处事谦和事事和。

和谐人格美；
诚信友情长。

—刘屏
——

礼貌待人人品厚；
文明处世世情浓。

敬业为民，恰似梅兰永馥 ;
爱国明义，犹如松柏长青。
—张树贤
——

和谐研墨，绘成爱国丹青画；
友善为题，撰写文明道德诗。
—殷栋梁
——

谋富强，筑金桥，同心党政军民学；
求发展，腾玉宇，协力东西南北中。
—谢敬伟
——

端午节的夜晚
一把艾叶飘在水中
汨罗江成了一条永远的中国河
让古老的痕迹融进中华民族脉搏
生生不息在每个人心中
站在五月的起点
永不屈服的信念
千古佳话永存人间
让汨罗江水流不断
一个诗魂在生命长河久久荡漾

宋建国

父母恩情深似海，子诚尽孝；
国家利益重如山，民信皆忠。
—邢广域
——

端午忆屈原
端午，怀屈原

激情燃烧的岁月

格桑花开

徐佳佳 摄影

二
1937 年天津沦陷后，境内农村形势恶化，日本侵略军控制水
陆交通， 在重要村镇建立据点， 对广大农民实行残酷的镇压和统
治。境内中共党员积极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带领革命队伍开赴前线
与日军作战。
兴办“义教”：1937 年夏，天津北洋大学、法商学院、三八女中
20 多名学生积极响应天津学联号召，在中共党员徐达本、马克昌
等人的带领下，先后到北仓和柳滩两个村办义教（义务教育），白天
教儿童、妇女学文化、学唱歌、联络驻军官兵，晚上给成年人讲时事
政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
义教虽然只办了一个多月， 但它向当地人民宣传了共产党的
抗日主张，掀起了全民抗日热潮。
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1942 年冬， 中共冀东地委丰 (润)玉
(田)宁(河)县委武装工作队寒松、马良等到东堤头地区，联络上
层，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为最早进入境内抗日的地
下武工队。
1943 年 7 月， 中共晋察冀十三地委批准成立中共武 （清）宝
（坻）宁（河）工委和联合县办事处。 境内筐儿港河以东的霍庄子、
季庄子、赵庄、东堤头、西堤头等村划为该县一区。 在一区区委领
导下，境内东部地区的抗日斗争蓬勃发展起来。
建立村干政权：1944 年 3 月，东堤头村建立村干(亦称办事员)
政权， 村干王君佐。 这是抗战以来北辰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村“政
权”。 是年，西堤头、刘快庄等村相继建立村干政权。
1944 年 5 月，联合县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方纲在赵庄培
养赵廷瑞为村干，并发展赵廷瑞和赵万松入党。 9 月，联合县调整
为 8 个区，一区改为六区。 六区区委组织委员林哲发展了季庄子
村的季万友、季连清和赵庄村的赵树深入党。
成立秘密农会：1944 年 6 月，中共冀中区回民工委派干一、刘
步仑到天津开展城运工作。 他们以天齐庙、穆庄子村为落脚点，培
养抗日积极分子，后在西北角小伙巷牛圈胡同建立地下党支部，干
一任支部书记。 是年秋，吕彩玉、庞泽林、芦珍、王青山等地下党员
在吴嘴、杨堤、上蒲口、庞嘴村等北运河沿岸村庄开展抗日活动，在
庞嘴村成立秘密农会。农会在积极组织抗日活动、宣传抗日思想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 展 减 租 减 息 运 动 ：1944 年 9 月 ， 冀 东 武（清）宝（坻）宁
（河）联合县办事处，根据冀热边特委《关于进行减租运动的决
定》和冀热边行署颁发的《土地政策条例》，在霍庄子、季庄子、东
赵庄、东堤头、西堤头等村开展减租斗争。 这场运动规定，不论实
物地租还是货币地租， 一律减收原租额的 25%（即二五减租），
租额偏高者，减至产量的 37.5%，同时订立新的租佃契约。 1945
年年初，上述各村又开展雇工增资斗争，即对雇工的工资在原基
础上增加一倍。
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实行这一
政策，已成为发动群众的重要途径。 1945 年 8 月，党领导的敌
后抗日力量对天津日军进行了大反攻。 中共冀中区委向津郊派
遣大批干部，准备接收天津。 减租减息运动因此在境内普遍开
展起来。
建立第一个党支部：1945 年 1 月， 联合县工委书记石青发展
了赵庄村的赵洪儒、赵俊清和霍庄子村的霍克俊等入党，建立赵庄
村党支部，支部书记赵廷瑞。这是冀东地下党在北辰地区建立的第
一个党支部。 2 月，建立霍季赵联村党支部，支部书记赵洪儒。 在武
宝宁工委、六区区委领导下，霍季赵联村党支部带领民兵，配合区
小队开展了砸大乡、抓特务、锄汉奸等斗争。
（北辰区委党校 北辰区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