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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惠

1月 13日，纪念天津解放 72周年暨《奠基岁月：
1949—1956年的天津》出版座谈会召开。这部红色著作
在天津市军管会和天津市委旧址张园与读者见面，重温
解放初期津沽大地红色记忆，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激发爱党爱国热情。
《奠基岁月：1949—1956年的天津》是一部讴歌建党

百年伟业的献礼之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大庆之年，也是“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历史是一面镜子，鉴
古知今，学史明智。这部专著，是全市庆祝建党百年的第
一份答卷，是责任、是使命，也是光荣。”本书编写组组长、
市委党校副校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永立介绍，全
书图文并茂地反映了1949年至1956年党领导天津人民
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历程，尤其是首次公开发布的近
20张照片，非常珍贵。希望读者能够在重温那段岁月时
受到启迪、汲取力量。天津是党史研究的富矿，今后，还
将准确记录好、系统研究好天津党史，讲好红色故事，激
励党员、群众、青少年传承天津城市红色血脉，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奠基岁月：1949—1956年的天津》是一部见证奠基

岁月的寻路之作。
今年是天津解放72周年，也是我们党领导建设新天

津、发展新天津的第72个年头。“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
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天津人民出
版社总编辑王康说，遥想72年前的那个冬天，伟大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攻坚克难，以摧枯拉朽般的强大攻势解放
了天津城，让这座在中国近代史上饱受屈辱的城市回到
了人民的怀抱，焕发新生，就此拉开了天津城市建设发展
的崭新大幕。今天，我们会聚一堂重温历史，既是对当年
革命者、奋斗者的缅怀，更是对当下建设者的激励。
《奠基岁月：1949—1956年的天津》是一部开展“四

史”学习教育的生动之作。
“四史”是理论宝库，是精神荟萃。“历史是最好的教

科书，《奠基岁月：1949—1956年的天津》正是一本将党
史、国史书写在津沽大地的好书，为广大青年学生学习党
史、国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思政课教师讲好中国故
事、天津故事提供了生动的教案。”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教授李思聪说。
“能否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是我们评价历史著作的重

要支点。”南开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纪亚光说，《奠基岁月：1949—1956年
的天津》一书在秉持治史传统、注重运用文献资料开展研

究的基础上，多维度审视1949年至1956年天津的历史，从
而使这部著作在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方面建树颇多。
《奠基岁月：1949—1956年的天津》是一部激发砥砺

前行斗志的奋进之作。
回望来时的路，正是为了看清脚下的路，坚定前行的

路。“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新中国成立
初期市级领导同志的后人娄向丽说：“我们的父母曾经参
与过这个光荣历程，作为后人，读罢此书，倍感亲切自豪，
也更坚定在天津这块热土上多发挥余热的决心，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承担起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责任，做到初心不变，坚韧前行。”

26岁的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牛
紫波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
当。作为一名青年党员，要像72年前的先辈一样，担负起
我们这个时代青年的使命，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到党和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绽放绚烂之花，锻炼担当的宽肩膀和
成事的真本领，让中国梦在我们一代代青年的赓续奋斗中
成为现实。

1949—1956年的奠基岁月，奠定的是人民政权之基、
社会主义制度之基、经济社会发展之基、思想文化之基。如
今，在天津这片热土上，海河儿女们正携手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基！

■本报记者李国惠

宝翠花都，小杜庄，一个在北辰，一个在宝坻；一个是社区，一个是村
庄，“当家人”都是女将，她们一起乘风破浪，在家长里短、方寸之间为群众
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成为传递党和政府温暖的“天使”。

党的力量在人民，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
“我们是党在基层的直接代表，我们的形象关乎着党的形象。只有我们

围着群众转，群众才能围着党组织转。”北辰区瑞景街道宝翠花都社区党总支
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则银说。为此，他们探索出“五常五送”工作法，把党的温
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实现了对群众“有求必应”，党组织“一呼百应”。
“我们社区1009户中，有256位空巢老人、22位独居老人，怎么服务

好这些格外需要帮助的人，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林则银说，宝翠花都社区
成立了“党员先锋队”“热心肠”等15支志愿服务队，逐户挨门走访，为空
巢老人建立关爱台账，尤其是对15名80岁以上高龄空巢老人，实行“网
格员+党员”二对一帮扶，早看窗帘晚看灯，每天登门问候。

最让林则银放心不下的，是87岁的独居老人王祥林。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初期，商铺大多停业，王祥林只能靠冰柜里已冻成冰疙瘩的剩饭剩菜
过日子。得知大爷想吃发面饽饽，林则银赶忙在家蒸好饽饽、煮好小米粥
趁热送去。当天中午，王大爷走了半个多小时，到党群服务中心深深鞠了
一躬：“谢谢你，把百姓的小事当成大事办。”
“服务是最好的治理。在基层工作，就要有给群众当‘保姆’的姿态和

情怀。”这既是林则银的心声，也是杨秋静的目标。
在宝坻区方家庄镇小杜庄村，一提“小杨”，都说“不赖”。
2019年10月，杨秋静正式成为村里的“一肩挑”，短短一年多，她已

和小杜庄“绑”在了一起。
“党支部书记与群众最亲、离群众最近，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群众

眼里都是党的声音、党的形象、党的行动。突然暴发的疫情，正是一块检
验党支部成色的‘试金石’。”杨秋静说，作为村里的“一把手”，党员都在看
着，群众都在盼着，绝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

去年大年三十，她安顿好孩子，搬上铺盖卷和村里党员干部一起投入战
斗，“喊房”、设卡、消毒……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中，他们发动村干部、党
员、村民代表、退役军人和志愿者多支队伍，在最短时间里盘活了防疫工作链。
“宝坻区百货大楼出现确诊病例！”随着防控工作加码，村民生活受到

影响。他们第一时间成立“便民小组”，村民“线上下单”，志愿者“线下采
购”，超市老板打趣道：“不好好当书记，干成勤务员了？”“党支部书记不就
是村民的勤务员吗？只有满足了村民的‘小幸福’，他们才能宅得安心、宅
得舒心。”杨秋静笑着说。

百姓的幸福就是党的事业，服务好了，群众笑了，党的旗帜才能在基
层高高飘扬。

两位“姐姐”真心实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故事，如同一堂精彩的群
众路线主题党课，让河东区上杭路街道泰昌西里社区党委书记任德洁感
触颇深：“作为一名刚提任的年轻书记，我要以她们为榜样，充分发挥社区
党组织在服务群众中的作用，用真情、热情和温情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为建设新时代社区贡献力量。”
“是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武清区河北屯镇李大人庄“一肩挑”薄秋锋说，今后，将认真向这些先
进典型学习，着力解决好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做服务群众的贴心
人。同时，依托村420亩农业示范区大力发展休闲采摘，用好村内陶艺
馆、中行书苑等资源，做大做强市级文化旅游村这个“金字招牌”，让群众
的“钱袋子”鼓起来。

时代呼唤使命，责任唯有担当。用“天使”之心温暖民心，用坚实脚步
丈量民情，用满腔热忱解决民忧，渤海之滨，海河之畔，许许多多基层党组
织书记正在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中破浪前行！

重温光辉历程汲取奋进力量
——《奠基岁月：1949—1956年的天津》首发见闻

不同的“女当家人”
同样的“百姓保姆”

日前，南开区少工委联
合南开区少年宫、南开区风
湖里小学共同开展“津彩假
日——红领巾学传统之剪纸
艺术”冬令营，并以线上、线
下结合的方式组织少先队员
们共同参与。

本报记者谷岳摄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013期3D开奖公告

2 4 4
天津投注总额：416486416486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102注
200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29 1415 271705 07+20

第2021006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0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2注
11注
217注
611注
6500注
10098注
70262注

493218元
12810元
1298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4711604元

纸上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