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刘雅丽

“沙河水，清又黄，日本鬼，太猖狂。今天烧了千像寺，
明天又烧南营房，逼着塔院当炮灰。‘盘山王’，拿起刀枪干
一场……”抗日战争时期，一首流传于盘山一带的歌谣唱出
了“盘山王”的影响力。
“‘盘山王’指王建国。”蓟州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闫明介

绍，1938年7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东西部抗日武
装大暴动第一枪在邦均镇打响——王建国和八路军第四纵队
参谋苏甦带着抗日救国会会员，攻克了邦均镇伪警察分局。
邦均镇位于蓟州区西部盘山南麓，村落集中，人口密集。

“邦均是很大的镇，爷爷出生在这个镇的塔院村，干过‘保董’
差事，人正派，好打抱不平，受到村民拥护。”66岁的王博琦回
忆祖父王建国，“爷爷去世时，我才5岁，印象影影绰绰。工作
后，我参加了一些纪念活动，又搜集了很多史料，这才对爷爷
有了更深的了解。”
七七事变的爆发，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不甘心当亡国奴

的广大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抗日烽火越烧越旺。王博琦说：
“那时，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正在酝酿，八路军四纵挺进冀东，
支援冀东暴动。在蓟县（今蓟州）县委的领导下，蓟县抗日救
国总会要在当地找一个有抗日热情又能带队的人，爷爷成了
首选。后来在李子光等共产党员的影响下，爷爷正式走上抗
日道路。”

历史不能忘却，抗战精神历久弥新。今天，邦均镇第五
中心小学对面，冀东西部抗日武装大暴动第一枪纪念碑廊
静静描摹着历史“画像”，碑廊正中墙壁上刻着“邦均打响第
一枪”字样，两侧壁文则讲述着那段烽火故事——
1937年，蓟县县委在冀热边特委的领导下，开始了武装

大暴动的组织发动工作。1938年4月4日，蓟县县委在盘山
千像寺召开会议，成立蓟县抗日救国总会。短短时间里，救
国会就发展成一个由教师、学生、农民等上千人组成的抗日
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热情高涨，暴动条件已经成熟……
“拉开冀东抗日武装暴动序幕的是马伸桥事变。1938

年6月20日，在共产党员徐智甫的影响下，马伸桥六、九甲
两个民团处决了马伸桥伪警察分局局长，随后宣布起义。
7月6日，唐山东部滦县又发生武装暴动。接连暴动引起日
伪极大恐慌和警觉。”刘闫明说，随着形势变化，蓟县县委决
定把原定于7月16日的暴动提前举行。
“7月14日，蓟县县委在县城南部的板桥村召开紧急会

议，决定当天举行暴动。会议一结束，王建国和苏甦随即带着
部分救国会会员赶到十多公里外的邦均，把邦均伪警察分局

给端了。”刘闫明介绍，整个战斗大概用时半小时，打死1个，打伤5
个，缴获32支枪、7000多发子弹和其他一些战利品，暴动队伍无一
人伤亡。
“那阵儿天正热，伪警察正在外头乘凉，枪一响，他们就蒙

了。由于出发前大家就把情况摸得很透，作了具体部署，所以战
斗进行得很顺利。”王博琦说，返程路上，队伍士气高涨，又连克
两个日伪据点。
“攻克邦均伪警察分局，打响邦均第一枪，点燃了冀东西部

抗日武装大暴动的烈火。”刘闫明说，此后，抗联队伍迅速壮大，
仅蓟县就有十几支抗联队伍、万余人参加了抗日暴动。各路抗
联队伍连战皆捷，给日伪政权在冀东的统治以沉重打击，“攻克
伪警察分局后，王建国领导队伍继续在盘山周边与敌人周旋，成
为冀东赫赫有名的‘盘山王’。”
“爷爷参加抗日后，我家房子被日军烧了，奶奶蹲了三年大

狱。背负国恨家仇，我父亲和他的堂兄都走上抗日道路。”一家
三口齐抗日对后代影响深远，王博琦说，自己的四弟参了军，其
他兄弟姐妹也都坚持弘扬良好家风，要把爷爷和父辈留下的宝
贵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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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红色津沽

3

2021年3月19日 星期五 责编：刘一博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
新的长城……”

清晨，天安门广场。在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中，
鲜艳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随风飘扬。

两千多公里外，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着一把布满岁月痕
迹的小提琴。它的主人聂耳，曾在战争烽火中谱写出《义勇
军进行曲》的经典曲调。后来，这首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
一把琴、一首歌、一面旗，相伴相依，生生不息。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他从小就

显露出音乐天赋，被称为“耳朵博士”，后来索性改名为聂
耳。1930年，聂耳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追求自己理想的生
活，利用一切工余时间自学音乐。1931年年初，聂耳在“云
丰申庄”打工，靠帮助昆明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
租电影片，拿到昆明逸乐电影院放映，获得了100元酬金。
这把小提琴就是用这笔酬金中的一部分购买的。

聂耳在1931年2月9日的日记里这样记述：“由家信知
道逸乐电影院送我一百元，取来以后的分配非常简单，汇一
半给我慈爱的妈妈，一半是买了一个violin（小提琴）和一
些零件。Violin自然是能使人心境舒畅，当我奏起那常常
呼为《Dream》（梦幻曲）的乐曲时，虽然指头会痛，无弓法，
无指法，也够快活了。若没有旁的事来烦扰，我是会不吃
饭，不睡觉，不分早晚地练习下去的。”从那以后，小提琴成
了他生命中的重要伴侣。

细看收藏在云南省博物馆的这把小提琴，做工并不精
致，质量也不属上乘。一些地方油漆已经脱落，琴马、琴面
等地方都有明显使用过的磨损痕迹，但大部分还是完好
的。琴箱内有德文两行，第一行：古斯塔夫·罗斯工作室；第
二行：制作于德国马克诺伊基兴镇。

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
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它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反
映了在民族危亡时，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御侮、奋勇
抗争、一往无前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这首作品一经诞
生，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被四处传唱，“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
起来！起来！……”慷慨激昂的旋律唱响了挽救民族于
危亡的时代最强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
行曲》为代国歌。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
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
进行曲》”。

新中国成立后，聂耳的母亲和几位亲友将包括小提琴
在内的聂耳个人用品、作品手稿、文章文稿、小说、剧本、日
记、书信等近5000件遗物捐赠给云南省博物馆。
“聂耳酷爱小提琴，他的多数作品都是用这把小提琴创

作的。为什么聂耳的乐曲能够鼓舞人心，能够成为一个时
代的最强音？是因为他从来没把自己孤独在社会之外，而
是把他的精神、思想全部融合在社会里，用这种精神来创
作。”云南省博物馆馆长马文斗说。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梦想交汇点上，让我们高唱国歌，振
奋精神，踏着《义勇军进行曲》那激昂的节奏，前进！前进！
前进！进！ 新华社昆明3月18日电

学思践悟党史精华
——河西区创新形式学党史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一位老党员的初心和坚守

■本报记者廖晨霞

“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今
天再次从理论上深入学习，让我更加热爱我们的党，更加
坚定了理想信念、明确了奋斗方向。”在河西区友谊路街道
谊城公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党委正在组织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读书班，社区老党员袁大爷深情地说，“作为老党
员，我要继续为社区发挥余热，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章程……”读书班结束后，社区党委书记王靖带领全体党

员重温入党誓词。庄严的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将每一位党
员拉回了入党时的那一幕。党员佟颖春说：“我32岁入党，
那个年龄，正是奋斗的时候。在党旗下宣誓时，我就下定决
心，要用一生来珍惜这个光荣的称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随着佟颖春的带头，几位年龄大的党员也纷纷发表感
慨，畅谈起自己入党的初心。
社区党委书记王靖说：“我们通过对党史内容的学习，

重温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我作为社区书记，一定以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榜样，把党史蕴含的经验和智慧转化
为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谱写社区建设崭新篇章，以优异成

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桃园街西楼北里社区“学党史颂党恩”歌唱活动、元兴新

里社区“传承红色记忆”庆祝建党100周年剪报展，太湖路街
道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罗平汉讲“朱毛红军
与古田会议”……连日来，河西区各部门各单位纷纷部署党史
学习教育，采取“三会一课”、主题党日、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
组织广大党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活动。同时
积极开展“红色书籍推介”、“红歌嘹亮”社区红歌会、“书写红
色记忆”书画作品展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进一步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本报记者 韩雯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学史崇德。如
何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
脉？昨日，和平区检察院以“一生赤诚跟党走 特殊党费见
忠诚”为主题，用身边的典型引路、用先进的事迹说话，为
全院干警上了一堂生动鲜活的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平凡的故事最是拥有触动人心的力量。从“一封来
信、一份遗嘱、一笔党费、一种传承”四个篇章，宣讲人讲
述了和平区检察院已故离休干部马远忠于党、忠于人民，
奉献一生的故事。

18岁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检
察院岗位上勤勤恳恳、勇挑重担的马远，告别职业生涯
后，以另一种奉献方式诠释共产党员的本色。
“60岁离休后，奶奶认为自己是党培养多年的老干

部、老党员，还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了发挥自
己几十年从事司法工作的经验和特长，她在和平区劝业
街法律服务所进行法律咨询工作，一干就是20年。”
“生活上，除了照顾家庭外，奶奶利用自己的闲暇时

间织毛衣捐赠给山区的孩子们，直到临终前一个月，还为
四川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寄去了16件毛衣。”
“今年1月，奶奶因病逝世。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一份遗嘱，上面写着：‘我死后即送火化场，遵
守政府规定，丧事从简；把我仅有的一万元存款，作为向
党组织交纳的最后一次党费；希望孩子们听共产党的话，
跟党走，永做守法公民！’简短的几句话，却又铿锵有力，
表达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终生信仰和追求。”

……
马远的孙女张辰的发言，让聆听者无不动容。
“敬爱的马奶奶，我已收到您亲手织的毛裤，在这个严

寒的冬天里，这条毛裤给我增添了许多的温暖，让我不再感

到那么寒冷……”这是四川大凉山孩子们写给马奶奶的信。
“作为和平区检察院青年志愿服务队的队长，我代表

全体队员郑重表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找准初心使命，
以‘社区检察岗’为平台，深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这是从榜样身上汲取的奋进力量。

在聆听了特殊党课后，和平区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谢丰说，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一定对标先进，把人民至上

理念落到实处，坚守公平正义，履行司法职能，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和平区检察院检察长贾志杰表示，和平区检察院将不
断拓展学习深度、创新学习方式，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与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有机结合起来，以红色精神滋润心灵，坚决
把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落实到行动上，切实履行
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盘山王”，拿起刀枪干一场

连日来，市公交集团党员干部职工通过参观集团党史走廊，回顾建党百年党领导人民团结奋进、砥砺前行的光辉历程，
感受伟大祖国的发展成就。 本报记者张磊通讯员张蔚摄

冀东西部抗日武装大暴动第一枪纪念碑廊。
蓟州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一把小提琴奏响永恒旋律

红色百宝奋斗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