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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冀中渤海抗日根据地——

永不褪色的天津记忆
■ 本报记者 徐雪霏
距抗日战争胜利已过去了整整七十六年，如今的盘山
风景秀丽，景色宜人，在盘山脚下有一处最为幽静的所在，
那就是位于蓟州区官庄镇玉石庄村，紧邻万佛寺的盘山石
趣园。人称盘山有三胜，
“ 水胜”
“ 石胜”
“ 松胜”，据古籍记
载，盘山内的奇石曾多达近百处，但如今已所剩不多。沿盘
山石趣园内南北向的沟中主路一路南下，沿途有多处上世
纪四十年代初抗战时期，八路军冀东根据地的宣传标语石
刻。石头上“誓雪国耻”
“ 打倒日本”的字迹虽已模糊不清，
却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革命先辈为了民族独立，曾在这
里与日军浴血奋战……
盘山，素有“京东第一山”之称，北望群山连绵，南望千里
平川。进可攻退可守，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
它是往来冀东、晋察冀和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必经之地，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冀东抗日暴动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疯狂反扑，
参与暴动的冀东抗日联军被迫撤离。撤离前，冀热边特委和
冀东抗日联军决定留下部分武装力量，由包森、李子光、王少
奇率部开赴盘山，建立盘山抗日根据地。包森等到蓟县后，积
极发动群众，机动灵活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积小胜为大胜，
很快便创立了以盘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犹如一把尖刀，牢
牢地插在日本侵略者统治的后方。

1942 年，在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盘山人民在
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军民坚持斗争，在山上巨石上刻下了“誓
雪国耻”
“打倒日本”
等标语，
表现了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
雄气概。在十几年的抗战岁月中，盘山人民积极宣传抗日思
想，形成了许多抗日标语。写在房前屋后、大街小巷的标语，
随着时间推移、风雨侵蚀已经不复存在。而镌刻在盘山巨石
上的石刻依然彰显着其独特的历史魅力，形成不可再生的历
史文物，留下永久的红色印记。
盘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期，
天津的北面是冀东抗日根据地，西南是冀中抗日根据地，东
南是渤海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生产运动，多次粉碎了日伪军
的扫荡。
天津市区南面的梨园头的中共支部积极组织群众参加反侵
略斗争，
他们破坏铁道，
袭击小股敌人，
用夺取的武器武装自己。
从1939年到1943年，
日军加紧了对抗日力量的扫荡，
天津近郊
的抗日活动转入低潮。1942年初，
冀中根据地在困难情况下，
建
立了津浦支队，
1943年改为津南支队，
这支活跃的部队，
在天津南
面积极开展活动。他们不断伏击敌人，
惩治罪大恶极的日寇和汉
奸，
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运输，
搅得敌人日夜不宁。1943年秋，
津
南支队一度攻占了杨柳青镇，
将该镇的日伪军全部消灭。支队还
在天津市内建立了秘密据点，
在伪军中发展抗日力量，
在市内开展

抗日活动。1943年11月，
抗日武工队在津赤碱滩一带活动，
并将
当地改名为赤土村，
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
1944 年到 1945 年是抗战的最后阶段，
冀中根据地曾派出
一支武工队来到梨园头一带和当地党组织、群众紧密配合，打
击敌人。有一次，
武工队在李七庄的敌人岗楼四周悄悄地插上
几百面小红旗，
上写着：
“打倒日本”
“日本必败”
等标语，
日伪军
发现后，
走出岗楼拔旗，
被武工队埋的地雷炸得血肉横飞。
渤海根据地有一支海上武装力量，经常到大沽口沿海一
带与日伪军周旋作战。1945 年，海上游击队北上大沽口，消
灭了伪军一个中队及驻河口之敌，并将岸上的日军击溃。
在天津四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其他一些抗日力
量共同开展游击战，从四面八方打击日伪军，不断骚扰敌人的
后方，这些斗争有力地动摇了日本在天津的殖民统治，鼓舞了
天津人民的斗志。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
战取得完全胜利，为了这份胜利而付出鲜血的战士们也将像
那几个曾经鲜红的大字一样，永远刻在我们后人的心中。

红色津沽
▲八路军冀东根据地的宣传标语石刻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 河东区青年宣讲团开展党史宣讲活动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
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奋斗
不分年龄，只要心怀理想，有坚定的信念，处处都是舞
台。在担责、担难、担险、担重中，诠释对党的忠诚，推进
事业发展。
”
近日，河东区青年宣讲团成员、天津市第七中
学历史教师杨照蓬在河东区鲁山道街道金旭园社区党史
展室举行的“赓续红色基因 汲取奋进力量”——河东区
青年宣讲团启动仪式暨首场青年宣讲活动中说。
在开展党史教育活动中，河东区组织各行业的优

秀党员成立青年宣讲团进行党史宣讲，来自教育系统的
优秀教师、生产一线的先进典型、基层社区书记代表、青
马学员等优秀青年成为第一批宣讲团成员。为了更好适
应青少年受众特点，宣讲团成员将以“青年讲给青年听”
为活动原则，采取小故事大道理、小切口大背景的宣讲方
式，开展青年榜样现场座谈、网上寻访红色现场、光影故
事重温历史等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以每月一课的进度，
深入基层开展宣讲。
为了更好开展广大青年的党史学习，河东区委党校、团
区委联合开展“基层青年学党史 党校送课到身边”学党史

活动，由区委党校精心打造党史专题课程，通过团区委组织
青年进行授课，将党的理论知识常态化输送到青年中，打通
青年理论武装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活动中，团员青年参
观了金旭园社区党史馆。青年宣讲团成员、区委党校青年
教师杨超结合展览向参会的团员青年开展“从党史中汲取
奋进力量——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与基本经验”的主题宣
讲，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
发展的光辉历程，对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伟
大精神进行了生动阐释，激励团员青年赓续红色基因，汲取
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13 本党章 跨越 72 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近日，河西区图书
馆举办主题收藏展。此次展览展出了我市收藏爱好者收
藏的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 13 本党章，时间跨越 72 年。
通过此次展览引导党员、读者从红色基因中汲取信仰力
量，践行初心使命。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刘晓柯 摄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在
“实”
字上下功夫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
会议以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努力
做到在
“实”
字上下功夫，为党史学习教育开好头、起好步
创造有利条件。
思想准备“实”。两次召开党委会议、一次组织党委
理论中心组学习，同时专门安排时间，
围绕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的重要
讲话精神，组织专题交流研讨，
为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任
务打下了良好思想基础。
组织机构“实”。及时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党口
工作的领导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和
二级巡视员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
综合指导组、实践服务组、巡回督查组 3 个组。
计划安排“实”。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深入研究《中共天津市委关于
在全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结合市住房城乡
建设委实际，拟定《关于在全委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工作
方案》。工作方案主要包括准备阶段、实施阶段、总结阶
段 3 部分，从 3 月初开始，每月都有时间安排、学习书目、
研讨重点和具体工作。
为民办事“实”。围绕轨道交通、国家会展中心等重
大项目建设，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市场、建筑市场、住房保
障、城市更新、市政道路管网、装配式建筑等直接关系群
众利益工作，举全委之力，主要领导挂帅，11 名局级干部
带头，31 个机关处室、2 个市属单位和 13 个直属单位齐
抓共管。
保障措施
“实”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党史学习教育由
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系统各级党委
（党组）负总责，主要领导亲自抓，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组
织领导到位、责任落实到位。13 个直属和 2 个系统市属
单位党组织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结合实际做
出工作分工，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让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 红桥区西沽街道举行丰富多彩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讲党史、唱红歌、谈感悟、话初心……连日来，红桥区西
沽街道各社区举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掀起了党员干部党史学习热潮。
3 月 12 日，河北工业大学教授苑帅民为西沽街党员干
部作了
“百年大党，
百年辉煌”
主题宣讲，以党史中的重大事
件为线索，讲解了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发展到缔造辉煌的百
年历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铭记党史、不忘初心、砥砺奋
进。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从党史中汲取前行力量，把学习
党史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
来，以更加扎实的工作举措、更加细致的工作作风做好各项
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3 月 16 日上午，西沽街道民畅园社区组织社区全体党
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大家一起观看影片《红船起航》，
共同回顾建党历史，重温红船精神。观影结束后，社区党员
文艺队表演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引发了党
员们的共鸣，现场变成了大合唱，
大家将最真挚的歌声和最
美好的祝福献给党。活动最后，在社区党委书记吕湘带领
下，全体党员面对党旗，
重温入党誓词。

“疫情期间，
让我们这些老年人看到了中国年轻一代的
担当，特别是年轻党员冲锋在前，不怕苦不怕累，他们就是
中国的未来。”
“这几年，咱们社区真是大变样，每个楼门口
都装上了太阳能灯，小区内安上了休闲长椅，楼内也没有了
杂物的堆放和小广告，我们衷心感谢社区党员干部们的辛
苦付出。”3 月 17 日，在西沽街道湘潭道社区举行的党史学
习活动中，社区党员和居民代表一起在学习分享中，感悟共
产党人的初心。
与此同时，西沽街还充分运用“小院理论夜校”基层宣
讲阵地举办
“红色故事会”
，邀请社区老党员讲红色故事、追
红色记忆、悟红色精神，用自身感受、点滴变化反映出党的
百年发展之路；
开展
“观红色电影 忆峥嵘岁月”
主题系列活
动，在街道、社区分别设立“红色放映厅”；组织干部群众重
走红色基地，通过再走长征路，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面对
辖区青少年开展“对党说说心里话”短视频征集活动，用青
少年的视角记录对党的热爱、对党想说的话。
“我们将立足基层社区实际，在创新学习形式上下功
夫，分类施策，精准化、多角度推动党史学习教育高质量高
标准开展，让党史学习教育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
人心。
”
西沽街道党工委书记何文晖说。

不忘初心担使命
老马嘶风晚霞红
—— 记天津师范大学原副校级
巡视员、
关工委副主任王辅成
■ 本报记者 孟若冰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希望在年轻人身
上，我要尽我所能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帮助他们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即使已到杖朝之年，即
使身体不适之时，天津师范大学原副校级巡视员、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辅成心心念念的，仍是青少年的教育与
培养，想要引导他们健康成长。
“ 青 少 年 是 可 爱、可 信、可 贵、可 为 的 一 代 。 但 这‘ 四
可’的一代是有条件的，我把它归纳总结为‘十个一定要’，
即一定要热爱伟大祖国、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一定要练
就过硬本领、一定要勇于创新创造、一定要矢志艰苦奋斗、
一 定 要 锤 炼 高 尚 品 格 ……”谈 起 如 何 引 导 教 育 下 一 代 成
长，如何以生动吸引人的方式宣讲，王辅成有说不完的话。
大家都说，每当站在讲台上，王老总是挺立如松，抑扬顿
挫，理论知识、经典故事信手拈来。有时，一场宣讲 2 个多小
时，往往需要 3 万多字，他却能完全脱稿，还能常讲常新，一字
一句打动着众人的心。这，并非因为老人的记忆力超群，而是
他比一般人更勤奋、更努力。
从古文经典，到马列著作，
从哲学历史，
到文学艺术，从人
生格言，到名人语录……王辅成坚持每天清晨用 2 个小时学
习背诵预定篇目，下午阅读及摘抄，
晚上再温习以前读过的书
籍和读书札记，这些习惯，
一坚持就是 60 多年。
27 年来，王辅成对自己的宣讲始终高标准严要求：不但
要有“三度”——高度、广度和深度，还要有“三性”——科学
性、知识性和艺术性，更要有“三绝”——
“凤头、猪肚、豹尾”。
“凤凰是百鸟之王，
演讲开头要引人入胜；
猪的肚子丰满，讲的
内容要丰厚充实；
豹的尾巴像钢鞭一样，演讲结尾一定要短促
有力，或振聋发聩，
或余味无穷。
”
他说。
学生们都爱听王老的宣讲，
曾经，
在天津工业大学的一次宣
讲结束后，
一名大学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跑上讲台，
给了老
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您讲得太精彩了！让我的人生又开了一扇
窗。
”
还有不少学生，
在走入社会后依旧对王辅成曾经的讲授念
念不忘，
天津大学毕业生高一歌在给老人的信中说，
“听过许多
人的演讲，可是没有一次像这样几次欲哭。您的真心、赤子之
心，
对人生的信仰，
给我强烈的心灵冲击和共鸣。
”
除了精彩动人的演讲，王辅成身上闪烁的朴素、坚定、信
仰与忠诚，更是令人感动。多年来，他把自己的劳模补贴、各
种奖励和每月的大部分零花钱，都用于扶危济困、助弱帮残，
至今已经累计捐款近 50 万元。这其中的大多数人没有与他
见过面，有的人至今不知资助者姓甚名谁。
老人常以鲁黎的诗句“我在‘无我’里获得意义，种子消
失在泥土中获得价值”来自励，永远以“他人”为先，以“下一
代”为要。
“ 我要做一匹在狂风中吼叫嘶鸣的老马，在新时代
的新的征程上，跟着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他无
悔的追求。

日前，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天津市少年宫）
“童心向
党”主题活动之“知行少年”天津市第一届少年儿童“节气文
化”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通讯员 王晓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