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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五四运动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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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爱国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是一次
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天津爱国青年学生
同各界群众一起奋力投入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勇敢地冲
在斗争的最前线，对全国五四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建立
和革命高潮的兴起培养骨干力量，在天津革命历史上写
下光辉篇章。

一、赢得爱国斗争的胜利

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在天津各界群众尤其
是爱国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5月5日，天津大中学校
学生纷纷行动起来，通过集会、演讲、发通电等方式，给
北京学生爱国行动以最早的声援。5月28日，在天津
学生联合会的统一领导下，天津北洋大学、直隶法政学
校和南开学校等15所大中学校1万多名学生举行罢
课，要求北洋政府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释放北京被捕学生，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北京学生的
爱国行动。

在学生爱国热情的影响和推动下，天津各界各阶层
群众也积极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
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6月9日，天津
学联召开公民大会，各界群众2万余人参加。6月10日，
全市商界总罢市，人力车工人总罢工，平日车水马龙的街
市立时变得冷落萧条。近在咫尺的天津出现的“不稳之
象”，令北洋政府深感不安，再加上受当时全国各地风起
云涌的反帝爱国热潮的强烈冲击，使本来就穷于应付的
北洋政府更加惶恐不安，他们不得不下令释放被捕的学
生，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个卖国贼的职务，
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6月中旬，北洋政府无视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决定
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天津人民展开了更大规
模的斗争，6月20日起，天津学联、天津织布工人联合
会、天津电车工人联合会、天津总商会相继组织了罢课、
罢工和罢市活动，以表示对北洋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

签字的强烈抗议和不满；27日，马骏、刘清扬等10名天津
代表同北京、山东、山西等地代表联合赴总统府请愿。经过
持续30多个小时的据理力争，6月28日，徐世昌被迫接见
各地请愿代表，答应拒签巴黎和约的要求。天津人民同全
国人民一起赢得了五四运动的胜利。

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在五四运动期间，天津知识分子学习研讨新思潮活动
蔚然成风。《新青年》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受到天津进
步青年的欢迎。同时，天津反映新思潮的报刊也如雨后春
笋般地出现，吸引了各阶层的许多读者，逐渐形成了学习和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南开学校1919年5月26日创办
的《南开日刊》，相继发表了《思想革命》《中国劳动家庭该怎
样去做》《青年思想根本的改造》《布尔扎维司目同布尔什维
克》等文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
女界爱国同志会联合创办的《平民杂志》、北洋大学出版的
《北洋日刊》、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出版的《醒世》（周刊），
都发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这些进
步刊物作为当时天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对于促
使广大青年学生和先进分子了解、接触并最终接受马克思
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四运动后期，各种进步社团的出现使马克思主义在
天津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觉悟社成立于1919年9月16
日，主要成员有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20
人。新生社成立时间稍晚，主要成员有于方舟、韩麟符、安
幸生等10余人。觉悟社和新生社共同的宗旨是：关注民生
问题，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为改造中国而奋斗。在觉悟
社和新生社社员们的共同努力和积极推动下，1922年底，
天津成立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组织——马克思主
义研究会。该会在公开发表的宣言中郑重宣布：“我们相信
改造社会必须有一定的目标，才有能发生效力的希望。我
们的目标便是马克思主义。”至此，在天津的青年学生及知
识分子中形成了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有效

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影响，为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者
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培养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

五四运动期间成立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
同志会等学生爱国团体，组织学生冲出校门走向社会，开展
爱国演讲，张贴反帝标语，愤怒声讨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的
罪恶行径。在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以及抗议军阀当局镇
压爱国群众等斗争中，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郭隆真、张太
雷、于方舟、邓颖超等领导天津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开展请
愿斗争，进行示威游行，一批先进青年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
和考验，迅速成长起来，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走上
了革命道路，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天津的建立在思想
上、干部上做好了准备。

在五四运动中，天津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在反帝爱国
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已经初步掌握
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看到工人阶级的巨大
力量，自觉地投身于工人运动之中。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
张太雷、于方舟等就开始重视理论宣传与工人实际斗争相结
合的方向，提出了“成立各种组织各种工会”的主张与“知识
阶级和劳动阶级接近”的号召，有许多青年走向社会开办平
民夜校、国民半日学校、工人星期日学校等等，并到塘沽工人
区和郊县等地开展工农教育。五四运动后，张太雷会同部分
觉悟社成员，在天津和唐山等地开展工农运动，使知识分子
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工农运动发展和马
克思主义传播，为天津地方党组织的成立创造了重要条件。
1924年9月，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天津的革命运
动历史开启新的篇章。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副校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永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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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四载寒来暑往，雄安画卷徐徐铺展。
在雄安新区的建设大军中，有一支来自天
津的专业技术团队，他们凝心聚力、不舍
昼夜地耕耘，为雄安的高质量发展倾注天
津情怀，贡献天津智慧。新区大地上布满
了他们的一个个得意之作：“千年秀林”初
现风采，其中有他们心血与汗水的结晶；
一个个已现雏形的公园，他们的理念从蓝
图变为现实；四通八达的市政交通设计，
他们的“强项”逐步畅通新区的血脉……
他们就是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简称
天津市政院），一个有着奉献新中国城建
事业底蕴的优秀团队。

眼下，北国天寒地冻、疫情反复，奋斗
在雄安新区的他们，还忙吗？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我们7×

24小时‘在线’服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雄
安新区的事儿就是我们天津自己的事
儿！”天津市政院院长赵建伟说。两年前，

天津市政院在中标雄安新区第一标——
千年秀林项目后，于2018年 3月成立雄
安分院，成为我市第一家获准在雄安新区
工商注册的设计单位。市政院以总院
2600余人设计力量为后盾，全过程地为
新区服务，旗下雄安分院常驻设计团队已
发展至20余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记者只能“云

采访”驻扎在新区的工作人员。第一个接
受采访的是“准90后”刘波涛，他是天津市
政院派驻雄安新区的20余名技术骨干之
一。记者通过视频观看他们忙碌的工作
场景，“走进”他们的生活。
刘波涛介绍，“雄安分院的战友们分

别是道路、桥梁、给排水、园林等方面的技
术骨干，这是一支‘多兵种’’战斗值爆表
的联合战队。”他和同事张志学则一直在
雄安新区规划研究中心工作，至今已两年
零三个月了。
2020年，雄安新区规划体系基本形成，

从“纸上”到“地上”，“未来之城”轮廓显现。

一个个重点工程项目，纷纷转入大规模建
设实施阶段。然而，从项目规划到真正落
地，中间还有大量的现场勘察、设计工作要
做。刘波涛说：“大家每天都很忙。我们要
深入研究各项目技术重点难点和细节，
必须提前做足功课，等开春时才能顺利
施工……我们在新区承接项目数量多、规
模大、技术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

天津市政院雄安分院院长狄升贯解
释，截至2020年底，天津市政院共服务雄
安新区项目60余项，重点服务了启动区次
干路市政道路综合管廊和起步区部分道
路综合管廊等工程, 包括外围路网、市政
道路、综合管廊、给排水、智慧设施、水环
境治理、景观园林等多个重点项目，“各个
项目开工时间都已确定。千年大计，只争
朝夕，我们必须拿出最好的作品”。

记者采访中还发现，天津市政院早已
不是单纯的道路桥梁给排水等传统专业
设计院了，他们的园林、建筑、环境治理、
智慧城市等专业的发展突飞猛进，这些在
新区建设中都得以尽情施展。
“在新区造林方面，天津市政院连续

参与新区2017—2020年项目，逐步适应
了新区建设理念、实施模式，步步成长为
设计牵头单位。在公园设计方面，我们在
新区规划设计了多个综合性公园，每个项
目难度都很大且很复杂。一开始甲方对
我院园林规划设计专业水平是有质疑的，
后来变为了高度认可。目前，我们的设计
水平与传统的园林院平分秋色……”刘波
涛说。

成长的关键，在于经历了市场的大风
大浪。“我们的园林板块十多年前就走出
了温室，走向市场，”刘波涛说。天津团队

非常珍惜在雄安新区与国内外优秀园林院同
台拼搏、相互学习的时光，能和业内强手一起
为雄安建设提供绿色智慧，机会可遇不可求。

记者请教刘波涛新区造林跟寻常意义上
的植树造林，到底有何不同？他说，新区造林
要求生态性和可持续化，经与多家专业高校联
合研究探索，主要采用了“斑块化”模式的平原
造林，“大斑”和“小斑”如同无数细胞汇聚成造
林一张网。在植物的选择上，更注重它们的生
态习性和区域适宜性，确保合理搭配、彼此相
融。通过持续性的更新，最终形成异龄复层混
交林，为新区蓝绿空间打好基础，从而形成一
个“粗养管”的可持续林地生态系统……

除了出色的多专业综合作战能力，雄安方
面对天津团队的优质服务也赞赏有加。为支
援雄安新区建设，天津市政院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长期主动为部门和业主服务，派
驻十余人队伍到新区规划建设单位、成立专家
库对口服务、租赁上千平方米办公楼，并持续
不断地推进雄安分院属地化、实体化各项工
作，充实各专业常驻新区设计人员。为适应新
区建设形势，驻地人员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完
整的节假日，他们常年乘高铁穿梭于北京西
站、白洋淀站、保定东站、石家庄站之间，三四百
公里的距离“当天往返、三地开会”，还因此赢得
了“高铁侠”的美誉。前段时间，雄安新区的气
温创下几十年新低，依然阻挡不了他们干事创
业、争当先锋的热情。

一个生机勃勃的雄安新区正向我们走
来。天津市政院也在服务国家战略中不断进
步。就在2020年的最后1天，该院又成功获
得我国设计的最高资质——工程设计综合甲
级资质，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具有“三综一
甲”资质（即设计综合甲、勘察综合甲、资信综
合甲、城乡规划甲）的单位。

为雄安新区建设献上天津智慧
——天津市政院在雄安新区奋斗“云见闻”

■本报记者岳付玉 她来自新疆喀什，有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笑起来很美。她被大家
亲切地称为“玛丽亚”。从一名来自边疆的懵懂女生，到如今成为一名
大学生辅导员、少数民族学生的“知心姐姐”，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少
数民族专职辅导员玛日耶姆古丽·吾布力喀斯木（“玛丽亚”）用自己的
青春之笔，为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篇章留下了最美的注脚。
“家里都还好吗？难得回家，多陪陪父母，给他们讲讲咱学校里有

趣的事儿。”“把时间好好安排一下，功课也不要落下，开学还有考试，加
油啊！”学生们已放假回家，玛丽亚放不下心中的牵挂，一大早就给她的
少数民族学生们打去电话，灿烂的笑容挂在脸上。
对于2007年离开家乡到江城武汉求学、后回新疆任教、2019年9月

又调来天津工作的玛丽亚来说，她太了解在外求学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心
理需求了。回忆起13年前踏入大学校门时的紧张不安，玛丽亚说：“正是
当初老师同学们敞开怀抱的接纳，才使我融入了学校温暖的大家庭。现
在我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从事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教育管理工
作，我要践行自己最初的誓言，为民族团结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天津市少数民族学生管理服务工作室的一名老师，玛丽亚发

挥自己的特长，在工作中为少数民族学生着想、服务。为了走进学生们
心里，她与藏族学生一起跳舞，进入微信群里与他们聊天，很快与学生
们打成一片。
来自西藏昌都的泽仁措姆刚入学时十分迷茫，远离亲人、没有朋

友，学业压力也很大。玛丽亚看在眼里，经常找泽仁措姆聊天，她发现
这个小姑娘普通话说得很好，就邀请她加入工作室讲解员的队伍。“玛
丽亚老师就像我们的大姐姐，不仅帮我们解决学习上的难题，而且还帮
我们化解生活中的苦恼。”在玛丽亚的鼓励和帮助下，泽仁措姆找到了
归属感，慢慢地树立了自己的职业目标。
在玛丽亚以及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少数民族管理服务工作室目

前探索出不少少数民族学生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方法，近年来，递
交入党申请书、征兵入伍、参与服务西部计划的少数民族学生越来越
多，获得奖学金学生比例、就业率也逐年增高。
现在，在工作室的支持下，玛丽亚正在着手组建少数民族志愿服务

队，吸纳一些少数民族学生骨干，带动鼓励他们更好地服务少数民族学
生群体。“民族团结是繁荣发展的生命线，我要用行动做一朵坚决维护
民族团结的‘石榴花’，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撒播到学生们的心里。将来
无论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不管自己来自哪个民族，都会永远记住自己是
中华民族一分子。”

一朵美丽的“石榴花”

■本报记者张立平

距离中共一大会址大约 1 公里的地方，就
是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 100 弄 2号，墙上铭牌显
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和“《新青年》编
辑部旧址”。这里记载着诸多跨越百年的红
色记忆，如今，经常有很多人来参观这栋石
库门建筑。

100多年前，这里是法租界老渔阳里
2号。1920年，陈独秀等在此办公，中共
上海发起组在此成立。《新青年》编辑
部里，进步青年热烈讨论，探索救
国方向。这个普通的弄堂，不
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传播中心，还吸引了
一大批有志青

年去探

究中国革命道路。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从渔阳里“星火

初燃”，到中共一大召开，我们党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个
现代政党的基本要素和成立的逻辑过程。

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校对了陈望道翻译的《共
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8月，这本影响中
国历史的小册子正式出版。“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
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一百多年来，小册子中
的真理养分滋养着中国大地，不断结出甘甜果实。目
前，首版红色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在全国仅发现12本，
上海存有5本。

距渔阳里约2公里，名为“辅德里”的老石库门建筑
是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所在地。它还有一个“身份”，
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寓所，并且党领导的人民出版
社、平民女校等曾在此办公，《共产党》月刊在此编辑，
首部党章在此诞生……党的事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如今，中共一大会址正在修缮，中共一大

纪念馆正加快建设，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也加紧提升内
部陈列，这些场馆都将在今年“七一”前以新面貌开放，讲
述红色历史。
“漫步上海的大街小巷，有许多中国共产党创建

史上的‘第一’。”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
刚说，这座城市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提供了现代无产
阶级政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各种条件，是初心之地、光
荣之城。

繁华热闹的街道中，这些红色地标静静矗立，记录了
百年前进步青年的思考和呐喊，也见证着当下日新月异的
发展：在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一支名为“星火”
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在讲解宣言故事、实践宣言精神；2019
年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推出“话说一大：听00后讲建
党故事”中小学生研学活动，让“小小少年”用稚嫩童音讲
述他们学习到的建党小故事……

在上海，红色历史“走出”老建筑，融入城市日常。
据新华社上海1月19日电1916年9月1日

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封面

上海红色遗址——党的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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