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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爱里34号：于无声处听惊雷 脱贫攻坚答卷

司莫拉唱响民族团结欢歌

红色津沽

■本报记者 何玉新

1924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原法
租界普爱里34号小楼的客厅里成立。1961年，这座小楼被
辟为中共天津建党纪念馆。上世纪90年代末，小楼在危改
中被拆除，中共天津党史纪念馆在距此不远的山西路建成。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中央派蔡和森来天津指导工作，筹建天津的党组织。随
后，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指示，于方舟、江著元、李
锡九等党员开展了具体筹备工作。

江著元的长女江韵清曾在《父亲江著元的革命生活片
断》一文中回忆：“1924年春，奉党中央命令，父亲到天津同
于方舟同志等建立党的组织。事先父亲要我租了一所房
子，地点就是现在的和平区长春道普爱里21号（原法租界
24号路普爱里34号），房子不大，一楼一底，母亲和妹妹也
住在这里，作为掩护。”
普爱里这座小楼有前后两个门，一面是商业区，另一面

是庄稼、苇草杂生的老西开旷野，一旦发生意外，既可钻入混
杂的人流，又可穿旷野潜走，十分便于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1924年春天，在党中央和北方区委领导下，中国共产
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普爱里34号的客厅里成立。于
方舟为第一任书记，江著元、李锡九分别任组织委员和宣传
委员（后增设农工部和妇女部，由李培良和邓颖超分任部
长），同时决定地委机关设在普爱里34号，日常工作、开会
在一楼客厅，江著元一家仍住在二楼。

中共天津地委建立后，确定了党的工作方针和行动纲
领，首先在河东区郑庄子开办平民学校，在工人中发展党
员，在宝成纱厂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和党领导的工会。不
久后，裕元、裕大、华新等纱厂工会纷纷成立，同时青运、学
运、妇运、军运等工作也开展了起来。

1925年5月，英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工人运动领袖顾
正红，继而造成“五卅”惨案，在党的领导下，天津市人民投
入了反帝爱国斗争。到1926年，中共天津地委发展党员
400多人，先后建立了三个部委（相当于区委）和20多个支
部，革命烈火燃遍海河两岸。

此后，天津成为党在北方活动的中心，天津地委曾统一
领导河北全省的革命活动，北方区委被破坏后，在天津建立
的顺直省委曾领导华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的革命斗争。

上世纪60年代，原普爱里34号改为长春道普爱里21
号，开辟为“中国共产党天津建党纪念馆”，于1961年7月1
日正式开馆。当时馆内陈列分三个部分：一是马克思主义
在天津的传播；二是中共天津地方党团组织的创建和发展；
三是在党的领导下天津革命兴起高潮。

纪念馆的陈设根据一些同志追忆当时的情景布置：楼

下客厅是当年举行秘密会议、研究和讨论开展革命斗争问
题的场所，中间一张圆桌，八个小方凳，靠南墙中间放五屉
桌，靠东墙有一对藤椅和一张小茶几，墙上挂着旧日天津地
图。一楼到二楼的楼梯拐角处有一间储藏室，后面通往阳
台，二楼卧室内有江著元单人照和他与家人的合影。

1962年，普爱里21号小楼公布为天津市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文革”期间纪念馆停办，1991年7月1日恢复。
1998年，普爱里小楼拆迁，中共天津党史纪念馆在山西路
建成，延续了革命前辈顽强不屈、前仆后继的英勇精神。

室内布置（复原图） 本报资料照片普爱里34号小楼外景 本报资料照片

“21岁时，你在做什么？”
带领参观群众行至纪念馆展厅内的一处人物雕像前，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副馆长黄红常会问大家
这样一个问题。
“21岁，我还在读书。”“21岁，我刚步入社会。”……
“在很多人看来，21岁还是一个懵懂的年纪，但在革命

战争年代，却有这样一个人，21岁的他已经毅然选择了为革
命献出生命。”黄红看向雕像说道：“他的名字，叫江善忠。”
“1934年冬，他牺牲时这句‘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

产党万万年’的青春誓词，体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崇高信
仰和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黄红坚定地说。
1929年初，毛泽东把井冈山的革命烽火燃向兴国在内的

赣南闽西大地。同年，16岁的江善忠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他斗争坚决勇敢，又念过书，深受大家拥戴，很快就成为
一名党的干部，历任中共合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上社区苏维
埃政府裁判部部长、兴国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江西省苏
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等职，大家亲切地称呼他“小江部长”。

虽是一名年轻干部，但江善忠对裁判部的除奸肃反工
作有着极高的保密性要求。
“他要求，不该知道的事情不问，不该看的文件不看，不

该打听的消息不打听。必须做到守口如瓶不泄密，管好文件
不泄密，保守党的机密甚至超过爱惜自己的生命。”兴国县委
党史办副主任丁志操说，江善忠对党忠诚，立场坚定，为维护
苏维埃法律的尊严和苏区的革命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为保存革命力
量，红军主力被迫长征。

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考虑到江
善忠是土生土长的群众领袖，享有很高的威信，决定将他留
在中央苏区，领导苏区群众坚持游击战争。
遵照上级指示，江善忠对裁判部机关进行改编，将年轻力

壮的工作人员编入游击队，与“围剿”苏区的敌人展开游击战争。
为鼓舞战友斗志，江善忠编唱过这样一段诗句：“草丛

石岩当住房，为了革命自带粮。一切困难都不怕，坚决消灭

国民党。”敌人对江善忠恨之入骨，贴出告示悬赏5000块大
洋收买他的人头。

1934年12月，兴国苏区全部沦陷。江善忠奉命安置
红军留下的一批伤员。他潜回家乡长冈乡后，组织了一支
10余人的游击队，将20多名伤员转移到距兴国县城10余
公里的灵山猴哥寨隐蔽和治疗。

然而危机悄然来临。敌人最终还是得知消息，突然向
灵山“进剿”。为掩护伤员，江善忠独自把敌人引向了地形
险要的芒槌石山峰上。

芒槌石，三面绝壁的孤峰，虽然易守难攻，却无法脱身。
最终，子弹已尽，石块亦绝，敌人猖狂喊话，要江善忠反

水投降。
冬日，寒风凛冽。在那座峭拔的石峰上，江善忠昂首挺

立在峰顶，而在石峰下，正是一群端着长枪的敌人。在被敌
人包围后，他用鲜血在衬衫上写下“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
共产党万万年”的誓词，纵身一跃……

当时的江善忠，年仅21岁。
“爷爷出生没多久，太爷爷就已经去世。流传下来的只

有他的英雄事迹，并没有留下更多的音容笑貌。”31岁的合
富村村民江华说，自他有记忆起，家里长辈就经常会讲起太
爷爷江善忠的故事。

2019年，原本一直在兴国县城开店的江华，选择返乡
成为合富村的一名村干部。

记者见到江华时，他正忙着给村里制衣厂的工人介绍
森林防火知识。

江华说，成为村干部后，他才逐渐走进太爷爷的“内

心”。“身为党的基层干部，就要学会服务群众，用行动带着
大家一块干。前两年我也申请入党了，如今已经是一名入
党积极分子。”
芒槌石，高高矗立于青山绿水间，山上的树林郁郁葱葱。

而它的所在地，正是江善忠烈士的家乡——长冈乡合富村。
“我们村名为合富，就是寓意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富

裕，村里的发展也得‘万万年’。”合富村党支部书记危立新
说，合富村曾是江西省“十二五”省级扶持贫困村，群众致富
能力不强，村容村貌较差。近年来，在一系列产业政策扶持
下，当地通过大力发展大棚蔬菜、生猪养殖等产业，2020年
4月全村顺利脱贫。

目前，合富村已有大棚蔬菜100余亩，养猪规模达50
头以上的养殖户近100户。近期，兴国县百里红山旅游区
（南部景区）项目成功签约，合富村范围的芒槌石、仙桃峰、
冰心洞等多个景点被纳入，村民也即将吃上“旅游饭”。

漫步在合富村的村道上，村中心的楼房错落有致，道路
另一侧的蔬菜大棚不时出现村民忙碌的身影。

危立新指着楼房说：“这是2012年结合农村危旧土坯
房改造和深山移民扶贫搬迁政策，规划建设的合富新村，医
疗所、幼儿园、养老服务中心等一应俱全，长冈乡范围内的
172户村民都住在这里。”

走进村委会，江善忠烈士的照片与英雄事迹整齐地挂
在办事大厅墙上，常引村民驻足。在合富村，青春的铮铮誓
词正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合富”梦想，走进现实。

新华社记者邬慧颖
新华社南昌2月8日电

冬日的暖阳洒遍中寨司莫拉佤族村。
在一栋佤族风格的砖混院落里，48岁的佤族汉子赵家啟

忙着给自家民宿安装吧台，妻子李发果在打扫卫生。从过去
住茅草屋、靠打工谋生，到经营民宿，夫妻俩的梦想正在照进
现实。

司莫拉，佤语意为“幸福的地方”。这个以佤族为主的多民族
聚居村落，位于云南省保山市所辖腾冲市清水乡三家村，曾经是个
贫困村。

近年来，当地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6户
71人如今已全部脱贫。

李发果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之一。早些年，为了给患心脏病
的儿子看病，两口子每天早出晚归，赵家啟在城里做泥瓦工，李发
果在酒店和KTV做过保洁员、洗过公交车，闲不住的她还兼职当
过向导，到建筑工地打过零工。

除了打工，家里还种了一些猕猴桃、油菜和苞谷，夫妻俩靠着
双手逐渐摆脱贫困。随着收入稳步提升，瓦房替代了茅草房，后来
又改造成200多平方米的砖混院落。

看到村里发展乡村旅游，李发果对赵家啟说：家里房间
够，为什么不做民宿呢？说干就干，去年 8 月，夫妻俩开始
装修民宿，并于 12 月正式营业，有着 7 间客房，取名“果果
旅馆”。

梯田蜿蜒，竹林掩映。这段时间，走进中寨司莫拉佤族村的游
客络绎不绝，“果果旅馆”的人气越来越旺。

如今，李发果的女儿在腾冲市第一中学读高三，学习成绩优
异，儿子在当地职业学校学烹饪。爱笑的李发果说：“现在的生活
很幸福。”

三家村党总支书记赵家清是中寨司莫拉佤族村脱贫的见证者
和推动者。他说，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
进步。

脱贫攻坚以来，村里先后实施“草改瓦”“农危改”“扶贫安居”
等工程，并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建起文化活动广场、文化陈列馆、景
观栈道、旅游公厕等配套设施，穷寨子摇身一变成了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国家3A级景区。

农家小院里，菜园碧绿。赵家清的妻子徐金召系着围裙、卷起
袖子忙着杀鸡准备晚饭。曾经在外务工的她，如今在村里办起农
家乐，吃上了“旅游饭”。她笑呵呵地说：“我自己忙不过来，还请了
几个小工帮忙打理。”

去年6月，腾冲市清水司莫拉幸福佤乡旅游专业合作社成立，
赵家清担任理事长。在保护好村寨风貌基础上，合作社着力引导
全体村民参与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和农副产品加工、餐饮和民宿服
务等产业。

为此，村里实施了村庄公共环境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消防
安全提升等工程，并推动大米粑粑生产加工体验基地、司莫拉文
化活动中心、5G信号覆盖等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越来越多的群众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投身产
业发展。
“现在在家做粑粑比出去打工收入还高，以前想都不敢想。”村

民杨彩芹不再到广东务工，一心在家里做大米粑粑，并根据不同时
节兼顾销售寨子自产的茶叶、黏枣糕、胭脂果产品和手工艺品等，
年收入超过10万元。

随着游客的增多，村民赵家海经营的小卖部生意也越来越好，
如今他还购买了冰箱、冰柜，兼顾销售茶叶、手工艺品等，收入显著
增长。赵家海盘算着，接下来要进一步丰富商品种类，把小卖部一
直经营下去。

村集体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目前，村里重点发展万寿菊
103亩，提质改造茶园153亩，还种植泡核桃、银杏、桃子等经济林
果共556亩。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是我

们的目标。”赵家清说，长久以来，村里的佤族同胞和汉族等同胞毗
邻而居、互帮互助，各民族亲如一家，在质朴、美好的生活中，唱响
民族团结欢歌。

坐在自家院子里，杨彩芹的丈夫李发顺说：“只要踏实肯干，日
子肯定会越过越好。”

新华社记者林碧锋
新华社昆明2月8日电

青春的铮铮誓词
——追忆21岁跳崖殉志的“小江部长”

■本报记者 胡萌伟

立春过后，天气渐渐暖和了起
来。15000平方米的地铁7号线张道
口站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日前，记
者来到这里，施工工人正忙着焊接钢
筋，加工钢筋笼，主体围护结构施工正
如火如荼。2台成槽机、3台履带吊分
散在场地各处，各司其职。“我老家是
山东德州的，今年施工任务艰巨，不回
家了，争取早日把地铁 7号线建设
好！”混凝土工王景发说。
中建二局四公司张道口站执行经

理辛璐介绍，去年11月24日，车站正
式开始地连墙施工，截至目前，已经完
成超过一半。

为了缩短工期，尽早让市民乘坐
上舒适便捷的地铁7号线，这个春节，
建设者们选择不停工。“现在我们现场
有施工、管理人员60多名，除了个别
天津本地人之外，其余的全部不回家，
留在这里连续施工。”

中建（天津）轨道交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庆伟介绍，春节期
间，为了让建设者们留津工作舒心、
放心，公司在落实日常防疫要求的基
础上，联系具有资质的核酸检测机构
定期到每个施工点位上为建设者们
检测，所有费用由公司承担；同时，为

施工工人发放平均每名每天1500元的
额外补助。
“我们还会有一些暖心的小活动，有

的标段会连线建设者的家人进行现场直
播，让家人看看工地是什么样子的，工人
们每天在做些什么；有的项目部食堂会
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们准备各自家乡
的特色菜肴，让他们尝到家乡的味道。”
“2021年，地铁7号线的建设将马

不停蹄，计划投资44亿元，到年底要实现
在建车站全部封顶，盾构施工完成30%。”
中建（天津）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马庆伟说。

今年春节期间，我市地铁建设工程
不停工，将有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

“今年不回家，早日把7号线建好！”
——春节我市数千名地铁建设者坚守一线

让留津过年更暖心
——国网天津滨海公司服务就地过年企业

■本报记者 苏晓梅

“春节就要到了，你们这么多职工不
回家过年，用电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
先提前做个全面检测。”2月4日，国网天
津滨海公司开发区西区供电服务中心外
勤四班代理班长郭健羽一早就来到长城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哈弗分公司。
今年，就地过年成为热门话题，留津的

人多了，电网的压力也大了，国网天津滨海
公司将服务就地过年作为重中之重，对辖
区内有外来务工人员留企过年的企业进行
摸排，主动提供线路设备检查、用电咨询宣
传等暖心服务，让留津过年更暖心。
长城汽车天津哈弗分公司是滨海新

区一家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共有14000
名员工，其中90%来自外地。
以往一到过年就会人去楼空、冷冷清

清的企业职工公寓，今年因留津职工骤增
变得十分热闹，也给电力保障带来压力。
“这地方线路有些老化了，马上更换。”
“这些插座一定要远离热源，防止发

生事故。”
“主变、刀闸、线路接点这些关键部

位要格外注意，先全部检测一遍，有隐患
马上排除。”一到公寓，郭健羽就进入工
作状态。
检查完线路、电器设备，郭健羽又逐个

房间进行安全用电宣传，“留在天津过年，

家里人一定很惦记，这本安全手册写得很
详细，安全用电知识上面都有，大家好好看
看，在天津过个安全年，也让家里人安心。”

与长城汽车天津哈弗分公司员工一
样，不少家在外地的滨海公司员工也选
择了留在滨城，护卫光明。

高压用电检查与电力保障班员工、
河北唐山人何恩东2019年入职，以前每
年都在家陪妈妈过年。今年，做好春节
保电，他选择坚守岗位、就地过年。

郭健羽忙于职工公寓时，何恩东已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对企业用电设备进
行精细排查。
“今年公司不少工人积极响应号召，

都留在天津过年，我们也调整了生产计
划。感谢你们及时上门服务，让员工能
够安心生产、安全过年。”长城汽车天津
哈弗分公司电器负责人杨杰连声道谢。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有用电问题随

时联系，春节期间供电服务不打烊。”何
恩东说。
“开发区西区企业众多，也是天津外

来务工人员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今年
很多企业外来务工人员都留津过年，我
希望我的留下能保障企业生产和员工生
活用电稳定。”何恩东说，最近还要再和
同事们梳理春节期间各企业用电需求，
希望通过努力，能让留津过年的人感受
到津城的温情。

地铁7号线张道口站施工现场
照片由中建二局提供

■本报记者 万红

从农历腊月小年开始，天津经开区
蓝白领公寓、食堂、活动中心就陆续增添
了新年氛围的布置，大红灯笼、喜庆福
字、街景彩灯……处处洋溢着节日气
氛。“这浓浓年味儿带来家的温暖，相信
今年春节一定会非常难忘。”爱信车身零
部件（天津）有限公司职工赵贺说。
响应“就地过年”倡议，今年春节，天

津经开区大约会有5.6万名公寓职工留
在天津过年。“一点儿也不会孤单，同事
们大多都留在泰达，这里的年味儿很浓
郁，节日活动也是丰富多彩。”赵贺告诉
记者，“经开区总工会为我们这些就地过
年的泰达职工送流量送话费，让大家随
时都能跟亲人视频通话，还赠送了洗衣
券、电影票、海洋馆门票等福利。听说，
过年这几天经开区管理的公寓都会开放
健身场馆、文化娱乐场馆，有的公寓还安
排了‘狼人杀’‘桌游剧本’等活动，还有

‘王者荣耀职工挑战赛’，我正琢磨着该
去参加哪项呢……”

在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的崔毅也正计划着春节假
期的活动。前不久，崔毅获得了经开
区春节系列活动中的一项免单大奖。
“真是太幸运了，这是我毕业工作后迎
来的第一个春节，带着这份幸运我要
跟小伙伴儿们一起去周大福打卡，一
起去吃自助餐，在春节好好认识一下
泰达这个新家园，我非常愿意在这里
扎根发展。”崔毅说。

便民超市、洗衣店、餐厅、商场等多
数商家连市、针对蓝白领公寓职工的专
属优惠、为蓝白领公寓职工量身送出的
“节日礼包”……“亲情不断线，‘家人’情
更浓，我们希望能为大家做好服务、做好
保障，在这个特殊的春节让大伙儿都体
验到‘家的温暖’，在泰达度过一个安心、
温馨、有年味儿的春节。”天津经开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

亲情不断线“家人”情更浓
——经开区5.6万名公寓职工就地欢度喜庆祥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