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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头颅待价沽”“愿卿莫作无谓哭”

江震寰：不屈革命志 抛却少年头

■本报记者万力闻

解放前的天津南市，旧称“三不管”，
烟、赌、娼、相面、变戏法、练把式等无所不
有，百业杂陈。当年的南市东门有一家为
数不多可以放映世界各地风光片和滑稽
短剧片的上权仙电影院，对面是满地黄土
的空地，曾做过刑场。2021年2月的天津
南市食品街人潮涌动，很少有人知道，
1927年春天的一个清晨，奉系军阀张作
霖下令将15位革命志士游街示众后，枪
杀于这里。

当中一位高呼革命口号，英勇牺牲
的热血青年名叫江震寰。他的父亲江浩
是中共顺直省委、天津及张家口地委主
要创始人之一，被毛泽东赞誉为“是一位
像松柏那样常青的革命元老”。受家庭
教育影响，江震寰从小追求真理，向往革
命。1925 年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深
造回国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
组织部长。

1925年的很多个清晨和傍晚，江震
寰都风尘仆仆地从英租界赶往工人群众
的住地，趁早晚换班之际，出入于低矮昏
暗的工区窝棚，和劳苦大众促膝谈心，利
用每一个机会，传播革命的星星之火。

他第一次在天津纺织工人中建立了中国
共产党的组织和天津纺织工会，以及工
人俱乐部和学校，领导工人群众展开与
资本家、工头和工贼斗争，并与于方舟、
安幸生、邓颖超等一起，并肩领导天津各
界革命运动，深受广大工人、学生及女界
同胞的尊敬和爱戴。由于忙于工作，他
常常深夜不归，致使新婚不久的妻子赵
达每天在夜深人静之时，孤独地倚门而
望，挂念着他的安全，焦急地盼望着他能
平安归来。

1926年3月，奉系军阀取代同情革命
的冯玉祥部重新占领天津。直隶督办褚玉
璞为了镇压革命，在天津设立了直鲁联军
密探局，秘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
11月23日，在他的指使下，厅长丁振芝通
过英国工部局包围了义庆里40号，以“组
织党部，宣传赤化，阴谋暴动”为由，逮捕了
以天津扶轮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时任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的江
震寰，一共被捕的还有5名共产党人和9

名国民党左派人士。
“春风莫事袭寒寝，病骨支离忆故人……

流离孤子增义愤，抚看儿女更忧心……”很少
有人知晓，1927年的元旦，正在广州的中
共天津地委负责人江浩想起被关押的儿
子，写了这首痛彻心扉的句子，另一边却
叮嘱负责营救的同志说，“不要偏重营救
江震寰一人，要顾及全案。”
当时，这一案件被北洋军阀当局视为

要案，营救未获成功。
在天津建党纪念馆珍藏的一张15烈

士摄于看守所的集体照片上，江震寰席地
而坐，凛然不屈，尽管镣铐在身，没有一丝
惊慌与怯懦。
在狱中，江震寰受尽了“老虎凳”“灌辣

椒水”等酷刑，年轻英俊的脸上“从未失去

过安详的笑容”。他机智地用针尖在香烟上
扎成密码传递出去，告诉狱外的同志们“注意
保护自己，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几经斡
旋，赵达得以到狱中看望，江震寰强压翻腾的
心绪，鼓励怀着身孕的妻子要“坚强地堂堂
正正地活下去”。

在写给妻子的诀别信中，江震寰写道：
“虽然敌人把我们打得皮开肉绽，但是他们得
不到任何东西。我们把牺牲作为个人革命的
成功……”还写下了“大好头颅待价沽”“愿卿
莫作无谓哭”的诗句，并深情地给未出生的孩
子取名“赤星”或“宏烈”。

入狱5个月后，这位相貌俊朗的青年离
开了这个让他深深眷恋的世界，“挺身骂贼，
拒绝伏跪受刑，被连击三，始仆地含恨而
终”。那一年，他年仅23岁。

进入藏历新年，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建塘
镇尼史村，脱贫户央宗迎来了难得的闲暇时光，和家人围着火
炉畅聊生活的变化。
“2018年以前，我没听过车厘子，更别说吃了。2019年第

一次吃到了自己种的车厘子，那个滋味真香甜！”对于22岁的央
宗来说，家里世代放牧、种植青稞和土豆，车厘子曾是新鲜物。
如今，村里建成车厘子基地，不仅能吃到好水果，她还学会了种
植技术，每天约有120元务工收入。

产业找得准，增收步子稳。地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
的香格里拉市，过去种植的农作物品类有限，亩产效益较低。
实施精准扶贫以来，当地挖掘气候资源优势，引进农业企业，着
力带动群众发展特色产业。
“高原车厘子品质好，因为土壤疏松、光照充足、病虫害少，

空气和水源好。”贵澳香格里拉园区总经理沈宇豪说，2018年公
司从村民手中流转1428亩土地建园区，政府整合产业发展资
金，委托企业购置苗木进行产业化种植。目前，7万余株车厘子
树茁壮生长。基地还吸纳40多名村民长期务工，农忙时务工群
众过百人。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近年来，我国贫困地
区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包括“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许
多贫困乡村实现了特色产业“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涌现出
凉山花椒、怒江草果、临夏牛羊、南疆林果、藏区青稞牦牛等
一批特色品牌。全国每个贫困县都形成了2到3个扶贫主导
产业。
“产业扶贫已成为覆盖面最广、带动人口最多、可持续性最

强的扶贫举措。”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表示，依托订单生
产、土地流转、生产托管、就地务工、股份合作、资产租赁等方
式，全国72%的贫困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联结关
系，70%以上的贫困户接受了生产指导和技术培训，累计培养
各类产业致富带头人90多万人。

地处中缅边境的云南省澜沧县，曾是“直过民族”拉祜
族群众聚居的贫困县。2015 年中国工程院确定澜沧县作
为院士专家科技扶贫点后，院士专家团队经常下田与群众
交流，发现当地适宜冬季土豆种植。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
勇团队引进新品种、改进种植方式，带动当地群众种出了优
质土豆。

去年因疫情影响，传统销售渠道受阻。朱有勇尝试“院士
带货”模式，走上“云端”，在电商平台直播卖土豆。1个小时的
直播吸引了54万人次的网民观看，当天挖出的25吨土豆销售
一空。
“贫困地区必须形成生产、销售的产业闭环。”朱有勇说，下

田做直播，是向农户直接普及推广电商运营经验的好办法。
农产品产出来是基础，卖得好才有效益。近年来，农业

农村部聚焦贫困地区，加大农产品营销推介和帮扶力度，推
动批发市场、大型超市、电商平台与贫困地区精准对接，完善
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促进贫困地区农产品出村进城，卖上好
价钱。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完善产业帮扶政策举
措，推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由快速覆盖向长期培育转变，由重
点支持贫困村、贫困户向脱贫地区全域覆盖、全体受益转变，由
主要支持种养环节向全产业链条拓展转变，为巩固脱贫成果、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长出向上脱贫力量
——我国推进产业扶贫成效综述

江震寰烈士

江震寰等15名烈士牺牲前合影

（上接第1版）
“刘台片区是典型的‘城中村’，

占地面积约14万平方米，住家200多
户，但大部分群众集中居住在3万多
平方米地面上。”河东区“飞地”治理
工作人员王风潇介绍，刘台地处河
东，但土地性质多涉及东丽增兴窑、
南大桥集体土地。片区内除了居民，
还有小商户、企业等，土地性质错综
复杂，房屋权属模糊不清，历史遗留
问题较多。

事非经过不知难。“飞地”基层社
会治理属地化工作启动以来，河东区
坚持治理为民、治理惠民，以走心工
作方法开路，以群众评价倒逼服务升
级，不断闯关。数字背后透出了属地
敢拼敢闯的精气神：拆违5734平方
米，建公厕5座，修路铺砖1万余平方
米，清运堆物堆料垃圾2000多车……

改变并非悄然，动静引发轰动。
“变了，变了。”人们口口相传，声音传
到搬出去住的居民耳中，有些人搬了
回来，有些人打算往回搬。

刘台的确变了。片区门口，上杭
路街道办副主任柏少华、刘文路过来
走访，遇着居民不显生分，话匣子打
开有说有笑。党群服务中心里屋，片

儿警关树明在查看电子监控设备。大
厅，李迎忙活着为过年不回家的外乡人
“送温暖”。屋外，沥青地面一尘不染；
老人们坐在门口晒太阳；“共享”晾衣绳
上，棉被整齐地沐浴阳光……

变化背后是“看不见的风景”：居民
卫生意识增强了，共建家园的心气提高
了，党群干群“鱼水关系”更密切了……
去年，李迎在微信群里发出疫情防控志
愿巡查招募令，居民纷纷响应，裴和平
加入队伍，刘惠英也专门从闺女家搬回
来，穿上了红马夹，“他们不容易，我想
尽份力……”

刘台的改变成为“飞地”治理以来
党员干部攻坚克难、服务群众的生动写
照。攻坚战里没有“旁观者”，都是“战
斗员”。放眼全市，市民口中的“他们”
心气齐——

市级层面，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
部、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
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农业农村委等多
个部门协同作战，在市委、市政府领导
下，写好“联”字文，谱好“统”字曲，群策
群力。

区级层面，看着一张“作战图”，相
应部门“齐擂鼓”，同时运用“吹哨报到”

机制集结力量，破除单一资源不足“梗
阻”。“1+1>2”从口号变为现实。

同群众交心贴心 做工作走心尽心

人心齐，泰山移。
吹响“集结号”，依靠党的领导“主

心骨”，凭借“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啃
“硬骨头”的时钟嘀嗒作响。

啃“硬骨头”，关键是0到1的突破。
2020年春，前进村打响“飞地”治理

第一仗。
前进村位于铁东路以西，普济河道

以北。多方管辖职能交叉，情况错综复
杂。群众生活环境差，心中不免有气，
最初见着“管事的”爱搭不理。北辰区
扛起属地责任，党旗插到最前沿，党员
挺在第一线。第一次入户摸排吃“闭门
羹”，第二次接着去。大伙儿厚着脸皮，
磨破嘴皮，一次次挨家挨户做工作、讲
政策、问需求。两天一夜“马不卸鞍，缰
不离手”，硬是凭着脚底板把情况摸透，
趟出一条让群众安心的路。短短两周，
3万多平方米违建顺利拆除。一步顺，
步步顺，铺草皮、建厕所、助老帮残等多
项工作有序开展，当地面貌焕然一新，
干群心与心渐渐贴近。

前进村实现突破，全市相关区和部
门“连连看”。紧跟着，一处处“飞地”发
生蝶变。

沙柳北路64排，一片老平房区，位
于卫国道以南、规划二支路以北、沙柳
北路以东、规划雪山路以西。属地东丽
区接管之初，同样面临违建多、环境差
等多种棘手难题。

民生事项重千钧，越是艰难越向
前。“飞地”治理硬核启动，“64排”最前
方，党旗高高飘扬，凝聚人心，汇聚力
量。专项整治领导小组成立，区委、区
政府主要领导挂帅又出征，多部门“集
结”，以“赶考”姿态提升群众居住环境，
开展了“拆违治乱、扫黑除恶、消除安全
隐患”专项行动。
“烟感报警器装上了，垃圾定时清运

了，路灯亮了，居委会分站点进驻……”
万新街道百合春天社区成为“64排”“新
管家”，党委书记常莉鑫细数“64排”变
化时表示，今后社区分站点将常态化管
理这片区域。

刘台片区、沙柳北路64排、前进村，
三块“飞地”三处“险滩”，单拎一个出
来，一个都难以攻克，“飞地”点位还有
多少？

越是勇于担当，越敢直面短板。全
市“过筛子”排查“飞地”，从最初的十几
个，到几十个，最后确定为 10个区的
546处。排查到的点位，逐个分析历史

成因、管理现状、漏洞短板、群众诉求，
划分为“城中村”、接壤的“插花地”、不
接壤的“插花地”、责任不清的地带四种
类型。

问题简单的，治理也不大意；问
题复杂的，市级挂牌督办。包括上述
三块“飞地”在内，15个重点难点问题
点位被建立台账，市、区两级整体联
动，多部门协同配合，集中力量攻“老
大难”。
“飞地”治理路上，同样披荆斩棘的

还有和平、河西、南开、河北、红桥、西
青、津南等区，相关区算大账、长远账，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同群众交心贴心，
做工作走心尽心，铆足劲儿让群众感受
到“飞地”治理实效。

两把“大尺”量治理
群众“考官”作评判

“担当”离不开“实干”。做实、干
好，才能向人民交出合格答卷。为了一
张合格卷，“飞地”治理大考场，请来群
众当“考官”。

治理工作推进中，市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专项工作组，下设工作专班，市级11个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专班成员。在对
“飞地”报结点位复查复核中，市工作专
班办公室组成暗访组，一边运用行政界

线、治理主体、管理职责、运行机制、移
交接管、风险隐患“六个清楚”，治理责
任、应管尽管、共治共享、维护稳定、组
织保障、责任落实“六个到位”这两把
“大尺”，“衡量”各“飞地”整改完成情
况；一边走近居民，听心声，听评判。问
题发现了，提出意见；整改完成了，适时
回访。几个月累计见面走访群众1865
人，形成265期《查访记录》。其间，属地
要么工作细，“飞地”实打实落地；要么
查漏补缺，加力补种“责任田”。几番下
来，546处点位全部“按时交卷”，完成治
理任务。

一组数据看治理实效的成色：全市
共投入整治资金1.6亿元、拆迁安置资
金3.4亿元，排除问题隐患1.1万个，兜
底重点扶助人员民生保障20.9万人，拆
除违建11.9万平方米……如今，一片片
老旧居住区刷新了“颜值”，提高了群众
生活品质。

积力所举，无不胜；众智所为，无不
成。今天回头看，没有义无反顾的坚持
治理，就没有一处处“飞地”的凤凰涅
槃。“飞地”治理奏响部门与部门的“大
合唱”、区与区的“拉手歌”，更谱出党群
“连心曲”，画出干群“同心圆”。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新的一
年，“飞地”落地，管理升级，海河两岸只
争朝夕，为了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
高期待，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为了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上接第1版）
小站稻栽培专家郑爱君介绍，当

前我市正在大力实施小站稻振兴行
动计划，需选育出产量更高、品质更

好、抗病虫害更强的优种，让小站稻香
飘万家，但要选育成功一个新品种，需
长达10年时间，特别耗时，为此，于福安
带领团队正在跟时间赛跑。

“我们选育的这个新品种目标是：
亩产量达到950公斤左右，比现在高产
稻每亩再增50公斤，按全市100万亩稻
田推算，新品种将增产5000万公斤稻
谷。时不我待，我们必须要加班加点，
尽快拿出新品种，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作贡献！”于福安铿锵有力地说道。

（上接第1版）一来二去揽下了不少‘铁
户’，有了带动效应。后来，老市场80%以
上的商户都搬了过来。”牛福强回忆说。
三年前，刚上任的牛书记最大的心

愿是想方设法增加村集体收入，让老百
姓的日子好起来。如今，在村“两委”班
子和结对帮扶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村集
体收入不断增加、村容村貌大幅改善，

牛坨子村摘掉了“困难村”的帽子。
牛年到了，全村95%以上都姓牛的

牛坨子村人格外欢喜。眼下，村里正在
规划开发特色乡村旅游，产业帮扶项目
持续跟进，一批新底商即将交付……今
年，牛书记许下了一个更大的心愿：带
着全村人致富上台阶。

（上接第1版）
首店、潮牌、高端品牌成为商场聚

客引流的主要亮点。例如，海信广场

的国际精品、手表、化妆品等商品受到青
睐，春节期间销售额比去年春节增长4
倍，是2019年的2.5倍；天河城、万象城

引入TOPTOY、ACC超级饰、I-PRIMO
等一批城市首店，带动整体销售大幅增
长；新燕莎奥莱通过“转福运、送福气”等

活动拉动消费，春节期间销售比去年增
长1.4倍，较2019年增长9%。

吃、游、娱选择多
在餐饮市场，高端食材、精品礼

盒、年夜饭套餐、小桌餐成为今年春

节的消费热点，监测的 27 家餐饮企
业春节期间实现营业额 1192 万元，
比去年增长 52.5%，较 2019 年增长
23%。线上礼盒、年夜饭线上预售受
到欢迎。
与此同时，我市各类灯光秀、冰雪

活动、文艺演出丰富多彩，五大道、金
街、古文化街等商业街区在假期均迎来
客流高峰。春节档电影市场火爆，10
部电影全市票房收入超 1.2 亿元，比
2019年增长35%以上，创下春节假期
的新高。

“让小站稻亩产量再增50公斤” “牛书记”的牛年心愿

重点企业揽金近1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