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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文明实践中心

■本报记者 陈忠权

宣讲党的好政策，春风化雨润心田；挖掘凡
人善举，弘扬传统文化和时代新风……武清区
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
本，深入挖掘传统文化，选树道德模范，弘扬时
代新风，全面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乡村
振兴，力争取得佳绩。

“乡风文明十个一”春风化雨弘扬
传统美德

正月初六，在武清区崔黄口镇于家庄村党
群服务中心，手执“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锦旗的
邢大姐握着74岁张永仁老人的手连声致谢……

去年12月10日清晨，保洁员张永仁像往
常一样清扫路面，突然发现路边有一个黑色绣
花长方形钱包，他捡起来一看，里面有大量现金
以及会员卡等物，尽管生活不富裕，但张永仁丝
毫没动心，在寒风中默默等待失主，最后终于联
系上了失主邢大姐。

近年来，武清区推出“乡风文明十个一”系
列活动，通过多项文明实践活动，不断推动乡村

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
典型人物。

今年春节前夕，汊沽港镇六道口子村爱心
志愿者刘伟为困难户的孩子们送去了新书包和
学习书籍等。多年来，刘伟自己先后拿出了40
多万元，帮助了几十户困难家庭。

武清区委宣传部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通
过开展“乡风文明十个一”系列活动，让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走进基层，春风化雨；充分发
挥“德治”在化解基层矛盾、深化移风易俗中的
积极作用，效果特别明显。

党员和困难户结对子 乡村振兴奔
小康不落一人

大门上贴着大红春联，门口挂起了红灯笼，

今年武清区白古屯镇韩村村民们度过了一个欢乐
的春节。

为让村中困难户们过个欢乐年，春节前夕，村
“两委”给他们送去了米面粮油等慰问品，还逐户
解决具体生活难题。五保户任井中说，春节前家
里燃气炉坏了，不能做饭，非常着急，刘万刚书记
知道后立即自己掏腰包给他买了一个新炉子，特
感动。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刘万刚介绍，为
实现“小康路上不落一户一人”目标，村“两委”班
子大力实施结对帮扶计划，党员和村干部与村内
老弱病残、生活贫困或“三留守”等50多户困难户
结对认亲，通过“一对一”“多对一”“多对多”等形
式定点帮扶，温暖了百姓心。

村民吕亚娟身患残疾，丈夫身体不好，需长期

服药，家庭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得知这一情况，刘
万刚主动与其结“对子”，帮助申请生活补助、残疾
人补助、落实危房改造政策，让她家生活得到很大
改善。

吕亚娟激动地说：“所有这一切都要特别感谢
党的好政策，感谢村党员干部们的倾情付出，我经
常教育儿子要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做一名对社
会有贡献的人。”

开设“六课堂”促乡村文明祥和
漫步武清区梅厂镇东陈庄村，健身广场上的

村民笑脸墙、文化长廊里的新时代奋斗故事，展
现出了一幅文明祥和、独具文化魅力的乡村风情
画卷……

为助力乡村振兴，在市委宣传部驻村帮扶工作

组帮助下，村里开设“六课堂”：用“红色课堂”铸精
神，用“田间课堂”解难题，用“线上课堂”添活力，用
“儿童课堂”育新人，用“银发课堂”传孝道，用“街头
课堂”扬正气，做到了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
齐头并进。

在东陈庄村建有农家书屋延伸服务点，解决
了农家书屋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村民张金玲
高兴地说，这里的农家书屋还是“六课堂”之一的
“田间课堂”，驻村帮扶组定期请来市里的农业专家
传授优质农产品种植知识，讲解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重大意义。

在村中还常年活跃着一支志愿者队伍，他
们给孩子们举办儿童课堂，聘请爱心人士讲解
保护环境、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儿童自我保
护等知识；还给老人们讲解正确的身体保健常
识，帮助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等，老人开心，孩子
欢笑。

村“文明风尚服务队”志愿者李玉忠说，村里
开设“六课堂”特好，通过学习，大家心更齐了，干
劲更足了，村庄旧貌变新颜，乡村振兴结硕果。

文明春风暖农家小院新
——武清区积极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万力闻

“这张瓜皮帽的照片是舅舅化装成商
人搞地下工作时拍的，和他本人形象有很
大的差距。”年过七旬的外甥女骆霞指着一
张柳直荀的照片对记者说，柳直荀相貌英
俊，当年得到不少年轻女性的倾慕，而他选
择了出身书香门第的李淑一。

柳直荀和李淑一婚后生育一子一女，
十分恩爱。李淑一也曾问过柳直荀为什么
选择她，柳直荀答，“你既有新知又有旧识，
家庭和孩子交给你，我安心。”柳直荀的言
外之意是，妻子李淑一理解支持他革命，如
果有一天他牺牲了，也会照顾家里的老人
和孩子。

谁也没想到，竟然一语成谶。
史料记载，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

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柳直荀，1928年9月至
1929年9月曾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

在天津和平区吉林路与长春道交口耸
立着一座6层建筑，如今已是一家快捷酒
店，为建造这座大楼而拆除的一家名为华
北商店的小古董店，就是柳直荀在津从事
革命活动时的旧址。1928年9月，柳直荀
准备赴苏联学习，途经天津，奉命临时留在
天津，化名刘克明，开办了名为华北商店的
小古董店。

当时，文质彬彬的柳直荀是这家洋行
的老板，还有两个地下党员充当伙计。这
个秘密地下联络点，负责与共产国际、中共
中央的联系，接转党的文件和经费。此处

毗邻天津最繁华的地区，又位于海河南岸，
地理位置优越，闹中取静。
为了便于工作，1929年春，天津地下

党组织要求男同志设法将外地家属接到身
边。当年的三四月间，柳直荀连续给在上
海行医的弟弟柳瑟虎写信，让他转告正在
长沙的李淑一母子速来天津。信没有署
名，落款“存厚堂”三字，是柳直荀家乡正房
门上的匾额，信上也没有写地址，只有“天
津42号信箱”的简单通讯处。
柳瑟虎转信时，为了安慰嫂嫂对亲人

的思念之情，特意把柳直荀在1928年11
月寄给他的30岁生日照片一并寄出。照
片的背面，有柳直荀亲笔题写的两句唐诗：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不料，信刚刚寄到长沙，就被安插在邮
局里的国民党特务发现，并认出照片上的柳
直荀就是一直搜捕的湖南农民运动著名领
导人，李淑一这位“著名共匪之妻”被捕入
狱，敌人向她追查柳直荀的下落，严刑拷打，
但她始终不说。李淑一后经柳李两家多方
营救才被保释出狱，但不得离开长沙一步。

自此以后，李淑一与柳直荀便失去了
联系。

1932年，柳直荀由于受王明路线打击陷
害，牺牲于湖北监利，年仅34岁。此后，李淑
一靠教书的微薄收入，抚养一双儿女长大成
人。学生柏丽曾回忆说，李淑一在湖南省立
一中任国文教员时，某次课上念起黄花岗七
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从容就义前的绝笔《与
妻书》，当念到：“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
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
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念着念
着，李淑一掉了眼泪，继而啜泣，最终号啕痛
哭。班上当时五十几个女学生被感动，也跟
着老师大哭了整整一节课，却没人知道慈爱
的李老师自有一段对人难言的苦涩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作《蝶恋
花·答李淑一》一词，开头一句为“我失骄杨君
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其中的“杨”说
的是杨开慧，“柳”指的就是柳直荀。

李淑一与柳直荀一直是聚少离多。从
1924年10月结婚到诀别，夫妻二人在一起
只有短暂两年半的时间。在1927年的一
个春日，柳直荀为李淑一和刚出世的儿子
找到一处合适的新居，安顿下来后，因为革
命工作远走他乡。这一走，李淑一就再也
没见到他，连牺牲的准确讯息都是在快30
年后才收到。 （图片由柳直荀后人提供）

1922年7月，上海。
闷热潮湿的夏天令人困倦，但聚在辅德里625号的12名青年

却精神亢奋。
他们，代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195名党员秘密参加第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自由民主的新世界，在年轻人的热情里展现。
大会起草了11份文件，其中便有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
拥挤的石库门里，与会者字斟句酌。8天，3次全体会议；6

章、29条的党章等文件，逐条起草、讨论、修改，最后表决、通过。
1927年底，宁波。
白色恐怖蔓延，黑色子夜深沉。
由于工作关系，有个叫张人亚的中共党员接触并保管了一批

党内文件，中共二大的决议案也在其中。
他是一名清瘦的银匠，曾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也曾手书

心愿，希望成为“一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一晚，宁波霞南村万籁俱寂，张人亚

没打招呼，推开家中大门。
“儿……”父亲张爵谦十分惊喜。张人亚却单刀直入，将一大

包文件交给父亲，再三嘱咐他好好保管。
漏夜相逢，父子俩都没想到这是此生最后一面。
儿子的托付怎么完成？张人亚的侄子张时华回忆，张人亚闹

革命，全村都知道。祖父当时声称，张人亚在“四一二”中身故。“在
长山冈上搞了一个坟，放了个空棺材，把这批东西放进去了。”

墓碑上，张爵谦本想刻“张静泉”——这是张人亚在入党改名前的名
字。为了稳妥，他删去“静”字，以“泉张公墓”之名埋藏了儿子的秘密。

1932年底，瑞金。
5年前与父亲匆匆一别后，张人亚辗转上海、芜湖，继续在地

下进行共产党工作。
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人亚前往瑞金。
在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
长年的忘我工作，张人亚积劳成疾。1932年12月23日，张人

亚病故于从瑞金去长汀检查工作的途中。此时，他只有34岁。
1951年，宁波到上海。
20多年没有二儿子的消息。寻子，成了耄耋老人张爵谦的唯

一牵挂。
在报上登寻人启事、通过组织关系去找……用尽一切办法，张

爵谦只想把空冢里的秘密亲手交还到儿子手中。
百寻无果。
儿子是共产党员，他的东西应该属于党！张爵谦把空坟里的

所有文件取出，交给上海有关部门。
这些文件纸页已变脆泛黄，那是历史留下的厚重印记。
保存完好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成为记录

二大的孤本文献；里面的中共第一部党章，更是弥足珍贵。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品保管部副主任王长流感慨，张人亚

和他的亲属都有着“使命重于生命”的担当，“这样的赤子之心，使
人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2005年，上海到瑞金。
交还文献后，张人亚的后人依然未放弃找寻在革命中失踪的亲人。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家人在网上一份《红色中华》剪

报中发现了张人亚的名字。
“对我们家族来讲是个很重要的讯息。”张人亚的侄子张时才

感慨，几十年的寻找，终于确定了方向——江西瑞金。
守护者送回了第一部党章，党章也终于寻回它的守护者。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吉林小城四平，在沈阳、长春之间，京
哈铁路沿线上，它是连接东西南北铁路和
公路的交通枢纽。

因其所处位置，四平也是扼东北咽喉
之军事重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
党在1946年3月至1948年3月间与敌人
四次大战于四平，最终取得胜利，四平也因
此成了英雄城。四平战役的胜利影响了东
北解放战争各阶段的战局走向，为我党解
放东北赢得战机并奠定坚实基础。

1946年5月，本是山花烂漫之季，塔子山
却宛如一片焦土。

塔子山位于四平东南部，居群山之首，
站在这里可俯瞰民主联军四平东线全部阵
地，其得失直接关系四平的安危。为抢夺
阵地，当时国民党新6军使用全美械装备，
对塔子山进行了地毯覆盖式猛烈轰炸。

奉命坚守塔子山的是新四军3师7旅
19团，其前身是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号称
“铁军”，曾参与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飞
夺泸定桥、平型关大捷。在塔子山，他们再
次演绎了激烈悲壮的一幕：子弹打光了，用

石头砸、用刺刀刺……在击退敌人数十次
冲锋后，伤亡已经过半。
“塔子山像是一个绞肉机，身边的战友

一个一个倒下了。”原广州军区副政委单印
章曾亲历了这场战斗。2016年接受采访
时，老人迟迟不忍回首那段历史，因为想起
那些惨烈的牺牲场景，总是会落泪。
出征前，很多战士会穿上新军装。

谁也不知道这场仗打下来是否还能活着
回来。
时任新四军3师7旅20团2营副教导

员魏凯江曾回忆，他与通讯员依令撤离塔
子山侧翼阵地时，面对无处躲避的炮火，身
负重伤的通讯员挣开他的手，“别管我了，
不然咱俩都得死”。从此，通讯员成了他心

中永远的痛……
四战四平，东北民主联军在浴血奋战

下，最终掌控了战略要地四平。
明知生死难测，为何偏向危中行？
四平战役纪念馆战史研究室主任张宇

明说：“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广
大人民认可。战士们多是普通农民出身，
他们相信共产党能带领大家走向美好生
活。这些将士们以此为精神支撑，才会不
惧死亡。”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工作，张宇明目
睹过很多感人瞬间，让她深感这座城市
的温度。

2018年纪念四平解放70周年活动上，
耄耋之年的老战士刘雨亭从广西河池赶来。

由于年事已高，无法乘坐飞机，老人辗转4天才
来到四平。如此周折，只为再看一看曾经战斗
过的地方，并将他参与四平战役时穿过的军装
捐赠给纪念馆。

展厅中，刘雨亭找到战友的照片。他不
顾劝阻，从轮椅上颤抖地站起来，挺直腰板，
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还有一位中年人，他只身来到纪念馆，
在照片前不停寻找。后来，他的目光停留
在一处。

良久，他弯下腰，轻轻和一张照片贴了贴
脸。原来照片上的烈士是他未曾谋面的父
亲，父亲离家赶赴东北时，他尚未出生。他懂
事后才知父亲已经牺牲了……

英雄从未被遗忘。
四平战役纪念馆里，多年来，人们前来参

观、缅怀先烈，这里年接待观众35万余人次。
从小在英雄事迹的熏陶下长大，张宇明大

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四平战役纪念馆从事四
平战役史研究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历史
需要被人铭记，我愿意成为传承者。”她说。

据新华社长春2月22日电

第一部中共党章的故事
柳直荀：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红色津沽

英雄的热血从未冷却
——记炮火硝烟中奋起的英雄城吉林四平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春节，武清区
黄花店镇八里桥村村民们格外开心，因
为村庄美了，村民富了，村集体经营性收
入从原先的9万元增长到了60多万元，
村民年均纯收入从原来的不足2万元，
猛增到 3万元，困难户王克连全家是在
温暖宽敞的新房里过的春节，更是格外
幸福，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党中央扶贫好
政策和我市实施的结对帮扶困难村好措
施。昨天，我市结对帮扶困难村工作传
来喜讯，通过逐村核查、全面验收，1041
个困难村全面完成了帮扶各项任务，73
项具体指标赋分全部达到 95分以上合

格标准，全部实现了“三美四全五均等”
帮扶目标。第三方机构核查的313个村
验收结果全部合格。
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工作三年来，

全市各级各部门、帮扶单位、广大驻村干部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
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
坚决打赢结对帮扶攻坚战部署要求，扎实
推进困难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
取得明显成效，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农村
面貌焕然一新。
突出抓党建促脱困。始终把选优配强

困难村“两委”班子特别是村党组织带头人
作为帮扶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1041个困
难村全面实现百分之百换届、百分之百实
现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
通过帮扶，困难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增
强，1041个困难村党组织全部达到“五好

党支部”创建标准。
注重对困难村进行产业帮扶。共确定

产业项目117个，总投资26.46亿元。探
索创新村级合作经营、产业基地运营等八
大产业帮扶带动模式，充分发挥产业带动
作用，壮大困难村集体经济。通过帮扶，
1041个困难村2020年集体经营性收入全
部达到20万元以上，村均收入达到48.2万
元，是帮扶前的5.6倍。大力实施就业帮
扶，帮助转移就业9.4万人，实现困难村有
就业意愿的劳动力就业服务全覆盖。着眼
培育“乡风文明”，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显著提升。

全面实施困难村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改造提升工程。扎实开展“厕
所革命”，实施旱厕无害化卫生厕所改
造，推动重点区域无害化卫生公共厕所
建设。截至目前，困难村累计完成建设

项目 4865 个，全部按期完成饮水提质
增效工程，实现电力供应保障全覆盖，
新建改造户厕22.4 万座、公厕 1469座，
1041个困难村全部达到“美丽村庄”创
建标准。

全面实施“筑基”工程，“8+1”的社会
救助机制全面落实。对困难村2.21万名
低收入困难群众全部建档立卡，实现“应保
尽保”。落实19项教育资助政策，实现困
难群体在校学生“应助尽助”，为困难村建
设幼儿园76所，提高学前教育水平。对困
难群体全部实行了家庭医生免费签约服
务，全额资助参加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实现
“应救尽救”。实施住房安全工程，对5720
户低收入困难群众进行了危房改造，实现
“应改尽改”。建立“发点球”式的社会救助
基金，累计救助3301人次、发放救助资金
1030万元。

我市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全部达标 ■ 73项具体指标赋分全部达95分以上合格标准
■全部实现“三美四全五均等”帮扶目标

脱贫攻坚答卷

困难村2020年集体经营性收入

20万元以上

1041个村
全部验收合格

产业
帮扶

确定产业项目117个
总投资26.46亿元
通过帮扶村均收入达到48.2万元

改造
提升

累计完成建设项目4865个
新建改造户厕22.4万座
新建改造公厕1469座

“筑基”
工程

2.21万名低收入困难群众建
档立卡

为困难村建设幼儿园76所
对5720户低收入困难群众
进行危房改造

柳直荀烈士遗像（1928年摄于天津） 柳直荀、李淑一的订婚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