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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为
“大家”心安即
“我家”
——津南区留津留岗人员春节活动扫描
经历了 2020 年与新冠病毒搏斗的特殊春节，2021 年的春节对不少人来说更是意义非凡。一些人虽然家在眼前却为了更多人的团圆仍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一些人为减少疫情传播风险选择就地过年。为记录这
个特别而又温暖的春节，记者走进工厂、工地、学校……近距离感受留津留岗人员舍小家为大家的温暖守护，以及各部门各企业提供的一系列暖心举措，
为留津人员就地过年带来的浓情温暖。

区疫情防控应急处置组队员

佳沃葛沽示范园留津工作人员

万家灯火背后的接驳逆行者

就地过年也有
“家的味道”

本报讯（记者 李国正）新春佳节，
万家团圆。在津南区疫情防控应急处
置组，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放弃与家人
团聚的机会，奋战在防控一线，全力做
好接驳转运工作，用无悔逆行诠释干
部担当。
“今天是大年三十,在祝大家节日
快乐的同时,我们还要确保圆满完成
接驳任务。”2 月 11 日除夕当天，疫情
防控应急处置组组长李伟哲正在对当
天任务进行最后布置和叮嘱，随后处
置组队员们穿上防护服，戴着口罩，开
车前往机场，接送从各地来津的一批
批旅客，截至目前，该组共接驳入境航
班 30 批次 4533 人。
吕明昌从 2020 年 1 月 27 日抽调
到应急处置组，被大家称为组里的“硬

核逆行者”。据他介绍，应急处置组主
要承担入境航班接驳、国内重点地区
来津人员转运工作，接驳全程历时最
长一次 23 小时，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
件下，他们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在集散
点转运现场认真核对好每一个境外返
津人员的信息，将所有人员一个不落
地交接到隔离酒店工作人员的手中，
工作全过程做到零差错、零遗漏、零失
误，为全市人民筑起一道防境外疫情
输入的坚固防线。
春节期间，各单位党员干部主动
请缨，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为接驳工作
注入了力量。区委组织部干部姜晓宁
说：
“ 春节我们主动请缨，前往接驳一
线，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但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就是守护家人幸福平安。”

本报讯（记者 刘静男）琳琅满目
的年货摆满长桌，缤纷多彩的拉花喜
庆洋洋，热气腾腾的饺子香气扑鼻……
在佳沃葛沽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项目
部，
来自五湖四海的留津务工人员欢聚
一堂，
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唠着家常，
每个
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你看我们这吃饺子啦，工地跟在
家里一样，放心吧……”家在江苏扬州

的谢春勇头一次没有回家过年，在与
工友们一起吃团圆饺子的席间，他忍
不住与家人通过视频连线分享喜悦、
诉说挂念。
谢春勇说他离家务工近一年了，
眼
瞅着要过年了非常思念家人，
但经过考
虑最终决定响应“就地过年”的倡议留
下来。在佳沃葛沽现代农业产业示范
园项目建设现场，
像谢春勇一样选择坚

天津海尔洗涤电器公司职工
王一骝在隔离点整理防疫物资

多彩活动温暖
“原年人”
本报讯（记者 董莹莹）在“福”字
样式花灯等炫彩挂件环绕下，天津海
尔洗涤电器有限公司台球赛隆重开
赛。昔日工作中的“盟友”，变为互不
相让的“对手”，大家凝神聚气找准位
置、拿捏发力点、准确击球。
在食堂饱食了丰盛的午餐之后，
职
工刘祥瑞也赶来“参战”。公司建厂的
两年时间里，
家住山东的他仅回去过两
次，
所以对于春节假期的期盼值还是很

高的。即便如此，
为响应
“就地过年”
号
召，
他还是决定留在公司过年。开局夺
胜，收杆时，他神采奕奕地说：
“同事们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早就成了一家人，
我们这些原地过年的人聚在一起赋予
年另一种寓意，
感觉心里暖暖的。
”
张亚杰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出于
对“海尔”的热爱，他只身来到津南参
与公司发展。一进腊月，他就开始为
回家做好准备了。
“ 就地过年”号召一

守岗位、就地过年的建筑工人有 40 多
人，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但公司组织
大家一起包饺子、搞联欢，让留津务工
的 他 们 也 能“ 就 地 ”感 受 到“ 家 的 味
道”。谢春勇说：
“虽然远在他乡，但我
感觉和工友们聚在一起也挺热闹、挺高
兴、挺温馨、挺温暖，
将来等疫情结束后
亏欠家人的再补偿。
”
春节期间，
佳沃葛沽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园项目部坚持人文关怀与物质激励并
重，
一方面购置了丰富的年货、慰问品，
另一方面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联欢活
动，
确保就地过年的工人们能开心度过一
个有年味、
有温度、
有特色的春节。

出，他当即响应，将年货快递回老家。
在台球室“观战”时，他的妻子发来视
频，展示了他为孩子们买的新衣服，也
让他放心，家里一切安好。张亚杰回
复：
“公司会在年后安排弹性休假，
到时
就能和家人团聚，祝爸爸妈妈身体健
康，新年快乐！”
春节前，
天津海尔洗涤电器有限公
司对留津过年职工的兴趣爱好进行了分
类，安排了烘焙、足球、羽毛球、健身等
20 多项竞技、体验活动，让大家的春节
生活丰富多彩。今年春节，
海尔公寓留
住了 500 余名他乡人的脚步，
大家将思
乡之情融化在温馨祥和的活动氛围之
中，
品味到别样的家的味道。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留学生

学习、感悟，同时传递着新一年的新期
望。
“中国对疫情控制得很好，我在学
校很安全，亲人们也表示中国是能够
给予足够安全感的国家。”来自尼日利
智能制造学院 19 级自动化专业的学
亚的留学生宋丁说。平日里，学校老
生。他在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的同时， 师和中国同学都对他非常关心，日常
表示继续在校学精专业技术，将来学
生活完全没受到影响。他要利用这个
以致用，并将中国文化介绍分享给更 “中国年”品尝更多中国美食，享受中
多亲朋好友。
国文化。
在随后的趣味窗花活动中，大家
寒假中，中德应用技术大学除了
愈加欣喜。俏皮可爱的卡通牛、形状
安排文化过年活动，还细化了运动场
各异的辛丑“年”……各式窗花模板令
地的管理，并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来华
学生们爱不释手。大家在互动交流中
留学生的假期学习与生活。

感受传统年俗 品味中国年
“海尔”职工进行台球比赛

应急处置组队员在机场接机

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有一种
“就地过年”
叫坚守岗位
本 报 讯（记 者 张 镡 丹）采 访、写
稿、编辑……第一个不能陪伴家人的
春节，张百川是在工作中与同事们一
起度过的，在这里体验的是一种大家庭
的温暖，是对新闻工作的热爱与奉献。
就像她自己所说：
“坚守岗位把津南大事
小情及时推送给广大人民，
这也体现了
自己的价值。”
张百川是一名山西姑娘，大学毕
业后成为津南区融媒体中心的一名记
者。每年春节，她都会抽时间回老家
看望爸妈，今年响应“就地过年”号召，
她选择留在天津。她说：
“对于父母虽
然有些亏欠，但通过视频方式给家乡
的亲友们拜了年，也感受到了家乡节

日的气氛。
”
张百川只是津南融媒人的一个缩
影，像她一样就地过年、坚守岗位的融
媒人还有很多。王一骝作为外派到隔
离点志愿服务队的一员，每天都在做
着整理医疗、生活物资，消杀等服务工
作；
周茹涵作为外采记者大年三十、
初二
仍在及时报道春节信息；
遇博作为新闻
主播，
春节期间仍然活跃在镜头前，完
成出镜、配音等工作……
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
“ 工作”一
直在路上。他们用镜头记录现场画
面，用文字和声音反映百姓呼声，用
行动诠释着自己对新闻事业的执着
和追求。

本报讯（记者 沈欣）在天津中德
应用技术大学行政楼二楼，欢声萦绕、
笑语盈盈，留校的外国留学生们在中
国教师的指导下，以剪窗花、写福字的
方式感受
“年”
的欢乐与喜庆。
一撇一捺、一横一折，留学生们提
笔运气、挥毫泼墨，创作了一幅幅福
字、春字，
传递出红彤彤的祝福。
印度尼西亚留学生马智龙是该校

张百川采访拍摄百姓春节饮食
留学生剪窗花、写福字庆新春

津南最早党组织：小站特别党支部的建立

小站特别党支部主要成员会后休息
小站特别党支部是 1937 年春，经
中共天津市委批准，由王见新、王晓同
志创建的。它在津南区历史上留下了
光辉的一页。
小站地处天津东南，原为退海之
地，土地盐碱，人烟稀少。清朝同治年
间，直隶总督李鸿章派提督周盛传在小
站周围建营练兵。为了解决军粮和军
队生存问题，开挖了马厂减河，引来运
河水，开荒种稻。与此同时，各种商业、
服务业也兴办起来。周盛传还成立了
招商局，吸引外地商人到小站来。从
此，小站稻种植面积逐步发展到 1 万余
亩，肥鱼黄蟹济岸，成了鱼米之乡。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退职官吏
抢占了大片土地成为地主。几十年中

聚集了 30 多股土匪，加之军阀连年混
战，各种压迫和欺凌使小站地区的百姓
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到“七·七”事变前
夕，小站已是满目疮痍，这里孕育着强
烈的反抗烈火。
1934 年初，山东省宁津县党组织遭
到破坏，县委书记及一些党员被捕，县
委宣传委员王见新被迫北上，1935 年
初只身来到少年学徒的小站镇兴隆街
“德兴厚”布店躲避。在店主刘松泉、
店员雒有容(宁津人)、徐庆兰(静海人)
的帮助下，王见新以教书先生身份住了
下来。
王见新在小站站住脚后，就开始了
革命活动。他首先和卖书籍文具的王
广顺交上了朋友，并经王广顺介绍认识
了青年知识分子王晓。他经常和王晓
一起读书交淡，谈话内容慢慢涉及到形
势、政治、思想等领域。王晓的认识在
王见新潜移默化的思想工作中发生着
变化。
与党失去联系的王见新在工作之
余，总思念着党组织。实际上，上级组
织也在四处寻找失散的同志。1935 年
5 月初，宁津县被通缉的县委委员王锡
珍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按照上级党组

织泊镇中心县委的指示，寻找其他同
志，在小站找到了王见新。王锡珍在小
站以卖芭蕉扇为业，安身隐避了两个
月。走时告诉王见新，把他的关系转
到天津，接关系的人叫王子政。之后，
宁津县委的盖津源，张策平都到小站
落过脚。
年底，王子政在小站与王见新接上
党的关系，并向其传达了国际国内形
势，把带来的党内刊物《火线》留给了
他，并且交待以后如有变化，再来接关
系的人仍叫王子政。从 1936 年 10 月起
便由第二个王子政(现名甘一飞)与王见
新联系。
在王见新的启发帮助下，王晓的思
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后来通过王
晓，王见新又认识了张里仁(后改名李
勤)、孙明怀、徐国忠、于水村等人。在王
见新的开导下，几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表
现出接受进步思想的倾向。尤其是王
晓，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现实社会有
了较深刻的认识，积极参加王见新领导
的革命活动。1936 年，王晓在小站镇开
始教书。他与王见新办的家馆都使用
自己编的教材，并在王见新的建议下成
立了“小朋友读书会”。会内设储蓄股、

图书股、出版股等，办有《热火烧》油印
刊物。王晓还收集了上千册图书，办起
了“启智图书馆”，聘请徐国忠、孙明怀、
刘庆德、孙瑞生、王兆祥为董事。在办
学办馆中，他们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读
《资本论》
《十月革命》
《列宁论社会主
义》等进步书籍，还有郭沫若、鲁迅等人
的文章。通过办学，办馆，王见新有机
会接近了更多的青年。他多次组织学
生搞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的疾苦，分析
造成疾苦的原因，并把进步思想通过各
种渠道向学生灌输，从而培养了一批进
步青年，为小站特支的建立准备了干部
条件。王晓也在实际工作中有了入党
的要求。经王子政同意，1936 年 5 月，
王见新介绍王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在小站发展的第一名党员。
王见新深知，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
是农民革命，只有发动和组织农民，才
能动摇反动统治的基础。从 1936 年下
半年开始，王见新和王晓的工作深入到
了农民中。经过一段的工作，到 8 月份
在小站终于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稻农反
对重利盘剥斗争。
小站地区种稻，一直用东北的大豆
饼和进口的肥田粉。这一年，东北大

豆欠收，运往关里的豆饼减少，只有进
口肥田粉了。趁此，国际垄断资本与
小站地区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对稻农
的剥削达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王见
新、王晓根据当时的形势，按照上级的
指示，决定发动一场稻农反对重利盘
剥的斗争。领导这场斗争，只有两名
党员，又不能暴露身份。他们就在背
后出主意，让积极分子出头。图书馆
的几个董事，分赴各乡串连，进行思想
发动。他们还物色了一个叫周学文的
贫苦农民去做团结稻农的工作。在发
动群众的基础上，在王晓的学校里召
开了各村骨干会，研究斗争方法，推选
出周学文、孙明怀、王兆祥为代表。并
提出四条注意事项：(1)坚持斗争的领
导权，不叫当地统治阶级钻进代表内
部，他们会出卖群众利益；(2)把斗争情
况随时告诉群众；(3)用请愿的方式斗
争；(4)坚持一条心，不还帐。会议决定
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最大的包商刘风
悟。为了取得社会的支持，王见新起
草 了 一 个 快 邮 代 电 ，邮 头 是“ 居 奇 要
挟·高利盘剥”。列举刘凤梧等人的罪
行，发往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机关
以至冯玉祥、蒋介石等人。在包商谈

判毫无诚意的情况下，代表们到天津
县政府请愿。稻农们齐心协力，顶住
了刘凤悟等人的利诱威逼。快邮代电
发出不久，由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
华北最高行政机关——华北政务委员
会不得不承认刘风悟等人的罪行，作
了“查核属实，依法惩办”的批复。代
表们立即召开农民大会，把批语四处
张贴，大大鼓舞了群众的士气和斗争
的信心，使斗争一直坚持了几个月之
久。包商终于被迫接受代表们提出的
部分条件，付了 1000 元赔款，降低了
肥田粉价格，利息以折衷办法解决。虽
然这场斗争以不彻底的胜利告终，但却
给了垄断资本一定的打击，保护了农民
的利益，
鼓舞和教育了群众，
使农民看到
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党所依靠的积极
分子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由于
孙明怀在这场斗争中表现突出，王见新
介绍孙明怀于 1936 年冬入党。通过近
两年的活动和展开的农民斗争，王见
新和王晓在群众中有了较高的威望，
附近村里人都尊敬地称王见新为黑律
师(不出面在背后出主意的人)，使党在
这里具备了较好的阶级基础。
1937 年春，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
成立了小站特别党支部，有王见新、王
晓、孙明怀 3 名党员，王见新任党支部
书记。从此小站地区革命斗争在党的
领导下，走上自觉的、有组织的、有计
划的正确轨道，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
的胜利。
（区委党史委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