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总商会遗址位于北马路靠红桥区一侧，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学生领袖马骏在此以头撞柱，号召

津门商人罢市。上世纪90年代末，总商会老建筑拆除，冯骥才将马骏撞过的立柱抢救保存，珍藏于天津大

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

红色津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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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我以我血唤民众
我在南湖守红船

承此一诺必守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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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何玉新

马骏1895年出生在吉林省宁古塔（现黑龙江省宁安
县），1915年来天津考入南开学校。他积极参加进步社
团活动，担任校演说会会长，与周恩来结识。1919年五
四运动爆发后，马骏被推选为天津学联临时主席，以极大
的爱国热情奔走呼号，讲演爱国救国的重要性，发动群众
示威游行请愿。

天津学联推动商界罢市，但一天之后总商会发出
开市布告，马骏等到总商会质问。有人挑衅问马骏是
哪里人？在天津有没有财产？马骏愤然反击：“请问性
命与财产孰重？鄙人虽无财产牺牲，然尚有生命热血，
可流于诸君面前……”说罢以头向总商会的立柱撞去，
血溅当场，其情其景慷慨壮烈，在场之人深受触动，全
市商界再次罢市。

天津总商会位于老北门脸儿，地处闹市，成了五四运
动期间群众集合的第一地点，最多时总商会内外曾集合
上万人，涌向金钢桥省公署，或奔往东浮桥警察厅。
1920年7月17日，周恩来、马骏、郭隆贞、于方舟、马千里
等爱国志士在被反动当局关押半年后，经斗争胜利出狱，
天津各界爱国群众在总商会举行欢迎大会，鼎章照相馆
的工作人员来此为他们合影留念。

马骏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到东北从事
革命活动，1925年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在大革命最艰
难的1927年，他归国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年10月

被捕，1928年2月15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枪杀于北京天
桥，时年33岁。

据史料记载，天津总商会是1903年在“当行公所”旧址
上建成的，后总商会议事厅改成颜料庄，新中国成立后，此
处做过合线厂、织袋厂的厂房，也做过技校，后成为围巾厂
仓库。上世纪90年代，冯骥才在主编大型历史图册《天津
老房子·东西南北》时，采编人员在北马路上靠红桥区一侧
的前进里发现了总商会遗址，后经文物专家实地踏勘，得到
确认。

这一时期的前进里是一条南北向、不足百米的“死胡
同”。胡同里左侧是原总商会主体建筑，由中间贯通的三座
四合院组成前院、议事厅和后院，右侧为职员宿舍。五号院
的大门内是一座典型清末罩棚式会馆建筑，北面石阶上的
正厅进深一间、面阔三间，厅前有廊，八根立柱牢牢支撑着
瓦顶，其中一根正是当年马骏以头相撞的柱子。

天津历史学者罗澍伟说，天津是最早响应北京五四爱
国运动的城市，涌现出一批具有先进无产阶级觉悟的青年，
如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天津总商会遗址是当时天津的
重大活动和集会地，是天津五四运动的中心之一。

上世纪90年代末旧城改造，前进里总商会老建筑拆
除，冯骥才将马骏撞过的立柱抢救保存下来，他说：“文字记
录的历史可以产生联想，遗迹却可以让我们真实触摸历
史。总商会遗址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和历史
感受，更加鲜活地显示了革命先辈和天津人民在五四运动
和近代史中的功绩。”

浙江嘉兴，是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召开地，也是中国革命红船
的起航地。一代代“红船人”，用生命守护着红船，用最真挚的情
感讲述着红船故事。

造船
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上海转移到

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中举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
艘画舫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成
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

这艘画舫，新中国成立时已难觅踪迹。1959年，南湖革命
纪念馆开始筹建。现任馆长张宪义回忆说，建馆的中心是船的
复建问题。在多方考证和细致还原后，送往北京的船模得到了
认可。经过紧张施工，1959年10月1日前，南湖红船在蓝天秀
水间重现。
“我的父亲、两个姐夫、师兄和我，参与了大部分船体的建

造。”嘉兴造船厂原副厂长萧海根曾这样谈起当年造船时的情
景，“大家加班加点地干，每天晚上都不回家，累了就在一个小房
间里休息。”

广西运来的老杉木，江苏请来最好的雕花师傅，橹、槁、藤
床、梅花桩，一遍遍细致打磨、精雕细琢……
“船体刷的是紫光漆，刷这种油漆时对环境温度的要求很

高，必须是25摄氏度左右。但我们那时候没有空调，风扇都没
有，怎么办呢？大家想了个土办法，煤气炉上架锅烧水，整个房
间烟雾腾腾的，用这样的办法保持住了温度。”萧海根说。

几十年岁月流过，不变的是匠人初心。“那时候造船，没人是
为了钱，而是觉得无比光荣。一提到红船，我心里就高兴。”萧海
根说，“我一生中造了30多种船，最幸运的，就是参与造了这艘
红船。”

护船
20世纪90年代，萧海根在红船旁给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工

作人员作报告，观众席中有一位年轻的护船工，名叫张新志。近
30年来，他一直是南湖红船的忠实守护者。
“一般的木质船很难保存这么多年。但南湖红船不一样，这

是我们的母亲船，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她保护好。”1985年，张新
志入职南湖革命纪念馆，主要负责红船的维修保护等工作。

一年一小修，两年一大修。每次维修，张新志和同事们都要
把红船的1000多个零部件挨个儿检查一遍。大暑时节，他们在
烈日直晒下给红船木板抹桐油。八道桐油，抹完一层，晒干，再抹
一层，确保桐油完全渗透进木板。“夏天的时候，别人希望下雨降
温，我们就怕下雨耽误修复，光抹桐油这道工序，就要50多天。”

台风来临，张新志和同事们时刻守在红船旁，根据风向和水
位，拖拽红船不断换到避风的位置；寒潮来袭，他们不惧冰冷刺
骨的湖水，为红船清理冰霜和积雪……

2018年，张新志光荣退休，还是时常会带客人、朋友到红
船边讲故事。“跑到哪里，我都会说，我是南湖修红船的”“小船
上诞生了大党，红船精神引领中国。守护红船是多么光荣的
事情啊”。

颂船
张新志的妻子和女儿，都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妻

子徐金巧，曾是嘉兴地区京剧团当家花旦，1984年到南湖革命
纪念馆工作。女儿张一，自小在南湖边长大，如今已是红船旁的
金牌讲解员。
“爸妈是我工作上的良师益友，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聊天，经

常三句不离‘南湖’和‘红船’。”张一说，“妈妈告诉我，讲解员表
面看光鲜亮丽，但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对个人素质要求很高。爸
爸告诉我，讲好南湖红船的故事，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要
以岛为家、以馆为家……”

这些年，张一接待了许许多多来看红船的人。参观者聆听
她的讲述，她也从参观者身上收获感动。张一曾接待过一位80
多岁的老红军，老人坐在轮椅上，面对红船时特别激动。他对张
一说，自己年岁大了，最大的心愿就是到嘉兴南湖，再亲眼看一
看红船。
“先辈们给我树立了榜样，现在，我要为后代树立榜样！”张

一说。 新华社记者袁震宇俞菀
新华社杭州1月21日电

停靠在嘉兴南湖湖心岛的南湖红船。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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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答卷

本报讯（记者 孟兴）记者昨日从市扶贫协作和支
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按照国务院扶贫
办“因地制宜开展脱贫攻坚感恩奋进主题活动”的要
求，我市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6月，以“回望脱贫
攻坚历程 凝聚高质量发展力量”为主题开展专题活
动，引导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巩固
拓展脱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续写新时代天
津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专题活动依托各区宣传部门、融媒体中心，通过制
作新闻特写、专题节目，拍摄微视频、微电影以及开展
媒体联动等多种方式，记录、展示、反映各区助力受援
县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可喜成绩、感人故事以及受援县

群众的幸福生活。
同时，积极开展“年货节”等系列活动，创新流通方

式，帮助对口地区稳定销售、解决滞销卖难问题，再掀消
费扶贫新高潮。此外，扎实做好对口地区脱贫人口稳岗
就业工作，特别是对在津就业的对口地区贫困劳动力，进
一步加大关心关怀力度，保证在津务工的贫困劳动力稳
定就业。

活动期间，我市各相关部门深化结对认亲工作，对结
亲户脱贫情况开展回访，帮助结亲户共享帮扶和发展成
果，知党恩、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开展“帮扶重点项
目”回访活动，从一串串数字、一个个事例、一个个成果
中，体现天津力量、天津担当、天津作为；深化社会力量参

与，通过送医、送教、文化下乡等活动，通过社会公益、爱
心捐赠等形式，推动社会帮扶措施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本次专题活动将开展新老援派干部人才座谈会，
为做好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一轮帮扶工作奠定思想基
础。还将开展“照片背后的扶贫故事”活动，以照片为
缩影，反映天津援派干部人才的辛苦付出和满满收获，
展现我市帮扶成果。此外，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组织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
乡村振兴学习研讨交流会，邀请干部人才、专家学者、
社会各界人士等共同谋划新形势下开展东西协作和对
口支援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新途径，为助力乡村振
兴提供智力支撑。

我市举办“回望脱贫攻坚历程 凝聚高质量发展力量”专题活动

精准帮扶“回头看”振兴乡村“暖民心”

（上接第1版）限额以上商品中，粮油类、蔬菜类、饮料类
零售额分别增长6.8%、41.0%和2.5倍，体育、娱乐用品
类增长62.9%，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27.7%，智能家用电
器和音像器材增长2.2倍，新能源汽车增长47.9%，智能
手机增长33.1%。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2020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7340.66亿元，下降

0.1%。其中，进口4265.54亿元，下降1.5%；出口3075.12

亿元，增长1.9%，连续6个月增长。一般贸易出口增长
10.7%，快于全市出口8.8个百分点，占比为56.8%，比上
年提高4.5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出口增长21.0%，快于全
市出口19.1个百分点，占比为43.5%，比上年提高6.8个
百分点。

居民收入加速增长
2020 年，全市新增就业 37.09 万人。全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43854 元，增长 3.4%，比前三季度

加快 0.9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7659元，增长 3.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691
元，增长3.6%。

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下降
2020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0%，涨幅比上年回

落0.7个百分点。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上涨6.5%，衣着
下降1.5%，居住上涨0.7%，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0.2%，交
通和通信下降2.9%，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2.6%，医疗保健
下降0.1%，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7.9%。2020年，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与购进价格分别下降2.9%和3.1%，降幅分别
比前三季度收窄0.2个和0.5个百分点。

（上接第1版）
而对2020年8月份完成骨干员工持股试点的天

纺进出口公司来说，其作为我市第二家混合所有制企
业骨干员工持股试点单位，引入96人持股523万股，
引入资金1914万元，企业内生活力跃然体现在2020
年 9月至 12月交出的成绩单中——公司营业收入
31.21亿元，同比增长31%；实现利润1649.75万元，同
比增长102%。

目前，市管竞争类企业的混改从完成数量看，完
成率达83%；从资产体量看，完成率达97%，具备混改
条件的竞争类市管企业已基本完成混改。

发布会提供的资料显示，我市国有企业干部能上
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三项制度”改
革全面推开。截至目前，市管一级企业层面选聘职业
经理人66名，269户二、三级企业选聘职业经理人648

名，改革力度走在全国前列。
“混改是手段，目的是转机制增活力。”发布会上市国

资委副主任刘智说。
下一步，天津将在稳妥推进功能类子企业混改；支持

和引导国有股东持股比例高于50%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引入持股5%及以上的战略投资者作为积极股东参与公司
治理；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骨干员工与非国有股东同
股同价持有股权等方面着力，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在
“三项制度”改革方面，将在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
化管理、全面推进用工市场化、完善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
灵活开展多种方式的中长期激励上精准发力。今年，将全
面完成市管企业和其他市属、区属企业经理层成员任期制
和契约化管理改革，到2022年，全市国有企业全面推行经
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在具备条件的企业推行职
业经理人制度。

（上接第1版）海文涛介绍，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河西区委、区政府就和集团通过网络视频会议多次对接
区位资源、支持政策，反复沟通走访，促成了最后的“云
签约”。迈开了在天津的第一步，很快又享受了河西区
的科研扶持资金和相关的人才引进配套政策，顺畅了与
市工信、网信部门的沟通通道，达成了与大数据协会及
本地企业的合作。

抓好招商引资和打造优质营商环境的核心离不开
“服务”二字。河西区不断深化服务全区重点企业（项

目）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真正用好用足“大联席、小机制”
服务平台。

海文涛深有感触地说，接触到的河西区工作人员都
有几个共同特点：朋友圈的运动数据，每天都在1.5万步
以上，调研走访企业的步子一直在走；很多没有归口的
小事，问到谁，都是主动顶上，从来不推；送资源、送政策

都是主动对接。“不管是成果转化落地还是项目申报、补贴
申请，很多细节我们都还没想到，区里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
考虑了，真正做到了从帮忙落地到帮忙执行，帮助企业变
‘硬落地’为‘软着陆’，这样的服务我们放心。”

在做好前期招商引资的基础上，河西区今年将重点围
绕精准施策做好产业项目引进的“后半篇文章”，抓好为企
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协调解决全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
的问题和困难，切实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力争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当“航天速度”撞上“河西速度”

去年天津市管企业净利润同比增12.1%

去年我市经济加速恢复 主要指标完成好于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