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南清风
·中共津南区纪委主办·

按照区委统一部署安排，定于2021年3月19日-2021
年4月27日，对区委办、区政府办、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区政
协机关、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委政法委、区医保局等8
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察。

一、巡察内容
本轮巡察坚守政治巡察定位，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

务，以“三个聚焦”为重点开展监督检查，即：聚焦贯彻落实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市委决策部署情况；聚焦群众身边
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聚焦党组织软弱涣散、组织力欠缺问
题。按照规定，区委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党组织领导班
子及其成员、下一级主要负责人和关键岗位党员干部问题的来
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
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
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被巡察党组织或有关部门
认真处理。

二、反映渠道
区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区委政法委、区政府办
联系电话：18622779383
区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区人大机关、区委宣传部
联系电话：18622107186
区委第三巡察组巡察区政协机关、区委统战部
联系电话：18622790853
区委第四巡察组巡察区委办、区医保局
联系电话：18622799270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
2021年3月19日-2021年4月27日 8:30-17:00
信件寄：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第X巡察组(收)
地址：津南区咸水沽镇南环路21号(津南区纪委监委)
邮政编码：300350

特此公告
津南区委巡察办
2021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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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大孙庄党支部的建立和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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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王彤 张耕瑞）3月18
日，津南区首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开工仪
式在中铁十八局集团公司家属院北区举
行，加装电梯的5号楼3门居民终于实现
了多年的愿望，竣工投入使用后“一键”就
能实现上下楼。

当天区住建委联合十八局集团及天
津市机电设备工程成套有限公司举办了
简单的开工仪式，对加装电梯的进度、安
全生产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本次加装电梯的5号楼 3门为六层
住宅，一层两户，住户中老人和孩子居
多，上下楼非常不方便，尤其是高楼层的
居民。

徐敏住在601，每天在家负责照顾上
幼儿园的外孙子，送孩子上学、下楼玩耍

都让腿脚不好的徐敏犯难。而同住在一
个小区的亲家母徐爱玲也经常过来帮衬
徐敏，但6层楼的高度也让她减少了上楼
的频次。“有时候我领着孩子下去玩儿，回
来的时候孩子玩儿累了，我就得背上来，
手里一边儿拿着菜一边儿背着孩子，回家
就累的腰疼。”徐敏告诉记者。“我早就盼
望安电梯的事了，以前我来给他们买菜，
天天就是走几步，放下菜，歇几步再往上
走，太不方便了。”同样受到“爬楼”困扰的
徐爱玲说道。

装电梯工作启动后，徐敏一家便举双
手赞成，出行问题得到解决，两位老人也
开心不已。二人表示这是盼望已久的事
情了，安了电梯，不仅方便了出行，更拉近
了两家老人的距离。

此次加装的电梯为平层入户式电
梯，工期两个月，该种类电梯停靠层站与
住户所在楼层通道处于同一水平面，居
民乘坐电梯到达相应楼层后，可实现无
障碍通行。施工期间，天津市机电设备
工程成套有限公司制定了弹性工作时间
制度，并将有可能造成影响的施工节点
及时告知群众，尽最大努力减少对住户
生活的影响。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是适应人口
老龄化发展需求，提升完善既有住宅使用
功能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的民心工程。自
去年以来，区住建委按照国家和本市《天
津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指导意见》要
求制定了《津南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实施方案》，并建立了工作机制。

根据方案，凡是符合城镇范围内，依
法建设交付使用的非单一产权、建筑层在
四层以上住宅房屋楼（门）栋，都可向社
区、街镇相关部门以及区住建委进行申请
加装电梯。
区住建委遵循“业主主体、街镇主导、

市场运作、政府支持、合力推进”的基本原
则，将向通过联合审查的楼（门）栋推荐优
质电梯加装企业，供业主自主选择。加装
电梯所需建设资金主要由业主自行协商
按一定比例分摊共同出资，同时区政府将
给予 每台20 万元的建设补助。

后期，区住建委将继续在各街镇选择
基础条件较好、群众意愿强烈的既有住宅
小区启动电梯加装工作。此次，中铁十八
局5号楼3门电梯加装工作的成功启动，
也为今后电梯加装工作在全区范围内铺
开奠定了基础。
“区住建委将把此次加装电梯的楼门

当作全区加装电梯工作的示范点，”区住
建委房管科科长王金环介绍，“我们将进
一步加大宣传和推广的力度，让更多的老
百姓了解这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相关
政策和程序，尽快把电梯加装工作在全区
推开，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

津南区启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多年梦想“一键直达”

原津南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刘铭西（前排左三），原小王庄区委书记付书楷（前排右
四）1991年走访革命根据地大孙庄村，与当地群众合影

时光流逝，每个津南人都不能忘却，那
些为了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付出鲜血和生
命的人，让我们一起回忆战争年代津南区
大孙庄村党支部的建立和被破坏始末。

抗日战争时期，大孙庄(现津南区八里
台镇的一个行政村)有300户左右人家，人
口千余人，绝大多数贫苦农民居住在一些
破旧的土坯屋里。日军和伪军勾结在一
起，在村里推行伪保甲长制，维持反动统
治。大孙庄人民和津南区人民一样，挣扎
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4年底，冀中第九区地委派出干部

武装挺进津南敌占区，变津南沦陷区为解
放区或游击区。津南工委第三工作组副组
长傅书楷同组织委员张昆经常到大孙庄一
带活动。他们深入群众，团结和依靠贫苦
群众。

工作组到大孙庄开始接触较多的就是
贫苦农民温德林。1945年初，工作组发展
温德林加入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工作
组又先后发展了崔长生、李玉保、崔玉才等
人入党。

1945年秋建立了大孙庄党支部，温德
林任党支部书记。大孙庄党支部成为津南
区历史上建立时间较早的基层党组织之
一。日本投降前后，大孙庄党支部在中共
津南县委第三区委的领导下，深入开展了
征收公粮、传递情报、开挖地道、建立村政

权、建立民兵武装、打击敌人等多种活动。
1946年春节，是抗战取得胜利后的第

一个春节。2月9日(农历正月初八)的晚
上，九区区委书记谢子新、副书记张昆、干
部金俊德、王俊祥等4人在大孙庄村组织
群众开挖地道，并审查排练节目，准备庆贺
新春。由于排练一直到深夜才停止，谢子
新等人考虑到时间已很晚，回去路上不安
全，便决定当夜住宿在村内一户地主家

中。驻小站的国民党军得知共产党区干部
在大孙庄，立即带领300余人，分3路包围
了大孙庄。经过紧急商量以后，4位区干
部立即转入地道，暂时隐蔽。

当一路敌人搜索到谢子新等人隐蔽的
地道时，便向地道内开枪，扔手榴弹，并大
声喊叫：“快出来投降吧，你们已被发现了，
插翅也跑不掉了。”副书记张昆的右眼被敌
人扔下来的手榴弹炸伤，鲜血直流。

九区干部在地道内坚持还击，打死了
几个在洞口开枪的敌人，迅速挖开通往别
家地道的隔墙，进行了转移。另一路敌人
直扑村党支部书记温德林、村长崔长生、民
兵连长王庆中家中，将温、崔、王3名村干
部抓走。
敌人在带温德林回去的路上，每走一步

用钯钩向他的头部钯一下，敌人一边钯一边
问：“你把区干部藏在什么地方？都有哪些
区干部常来这里？你都帮他们干了些什
么？村里谁是共产党员？说不说，不说就这
样钯死你！”任凭敌人在他的头上、脸上钯得
都是血，但他就是不开口，到后来敌人在他
头上钯得直冒血泡，站立不住，他始终没有
吐露党的任何机密，当敌人把他连拖带架地
带到村东苏家园子附近时，狠毒的敌人向他
连开数枪，温德林当场壮烈牺牲。

温德林——大孙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为了保护区干部惨遭敌人杀害，大孙庄党
支部遭到破坏。

大孙庄党支部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它
组织群众与敌人展开斗争的功绩和优秀共
产党员为革命无私无畏英勇献身的精神，
永远鼓舞着大孙庄人民。大孙庄人民对敌
斗争从未停止过，直到1948年12月，津南
地区全部解放。

（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春归大地，草长莺飞，转眼又将
迎来清明时节。

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
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其主旨是让
人们慎终追远，感念先人恩泽，传承
优良家风。清明节祭扫，是传统文
化精神的外现，但让我们无法忽视
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
步，祭扫形式虽仍旧未摆脱烧纸钱、
摆祭品的传统模式，但其内涵却发
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种种陋习浸濡
到祭扫活动中，这不仅影响了祭扫
应有的庄严肃穆，更是对华夏传统
文化的严重戕害。

何谓“清明”？《历书》的解答是：
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
名。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炫耀性
祭扫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人们之间
甚至兴起了攀比之风——大肆焚烧

纸钱、鞭炮响声不断，这样的做法既
不环保也有碍健康，哪有些许“气清
景明”的样子？意识到问题所在，对
于那些逐渐背离传统文化的不文明
的祭扫方式，我们就应该坚决摒
弃。众所周知，清明扫墓，意在追
远，即通过缅怀先人、表达哀思来找
寻内心的平静，表达对先人的怀念之
情。选择一束菊花、一篇祭文、一刻
静思同样能够表达对先人的追思，与
传统祭奠方式相比，这样的祭奠过
程简洁却不简单，仪式肃穆而不敷
衍，情感饱满而不轻慢，何乐不为？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只有

文明祭扫，才能助推社会风气走向
风清日朗，才能让“清明”回归它的
本意。这是每个公民的应尽责任，
也是津南迈向国家级文明城区的必
经之路。

日前，葛沽镇泽水园社区举办废物换绿植活动，居民可
用家中杂物、废旧衣物等物品积分，兑换多肉植物，发动居民
参与社区环境治理活动。
“咱们社区搞活动，然后我从家里拿来了废报纸、旧衣

服，旧书籍等等换了三盆多肉，还挺好的，放家里特别好！”居
民告诉记者。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还向居民们发放垃圾分
类操作指导手册、垃圾分类宣传册等资料，讲解可回收垃圾、
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方法，将垃圾分类宣传
纳入常态化志愿服务活动，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实施能力，
引领垃圾分类新风尚。

张镡丹 李润震 蔡畅达

让“清明”回归本义
陈 涛

清明节文明倡议书
尊敬的市民朋友：
又是一年芳草绿，春风拂袖清明祭。为

弘扬优良传统，树立移风易俗新风尚，贯彻
落实《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文明祭扫工作，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津南区民政
局向广大市民朋友们发出如下倡议：

一、倡导文明祭扫，推进移风易俗。遵
守《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规定，倡导
采用鲜花祭扫、网络祭扫、家庭追思、社区
共祭、撰写悼文、颂读祭文、踏青遥祭等文
明低碳祭扫方式缅怀逝者。告别祭祀陋
习、树立文明新风。

二、遵守防疫要求，严防火灾隐患。倡
导错峰祭扫，自觉减少到骨灰堂、公墓等殡
葬服务场所参与祭扫人员；自觉遵守殡葬
服务场所疫情防控规定，配合体温检测、佩
戴口罩、“健康码”查验保持距离、人员限流
等措施，巩固防疫成果。遵守消防安全和
火灾防控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易燃易爆
品进入服务场所，不断筑牢安全防线。

三、传承优秀文化，倡导绿色殡葬。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丧葬习俗改革，
倡导厚养薄葬、文明礼葬，倡导追思逝者生
平传承逝者精神，弘扬优良家教家风，革除
殡葬陋习。倡导丧事简办，新风常伴。倡
导釆取骨灰深埋、树葬、草坪葬、海葬等节
地生态葬，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文明节
俭、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尚。

四、发挥示范引领，推动文明殡葬。倡
导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推动殡葬改革，
带头遵守殡葬规定，带头文明低碳祭扫，带
头文明节俭办丧，推动丧葬礼俗改革，以实
际行动带动群众自觉参与文明殡葬，不断
助力乡村振兴和社会文明进步。

广大市民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手，争
做文明祭扫的践行者、移风易俗的推进者、
文明殡葬的先行者，安全有序的维护者，为
提升城市文明形象，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
化大都市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

津南区民政局
2021年3月

镜像
津南

废物换绿植点亮新生活

社区居民手捧绿植接受垃圾分类宣传指导

社区志愿者整理收集到的旧报纸

社区志愿者为居民讲解垃圾分类方法

新兵集结赴军营
本报讯（记者 王彤）3月

17日，津南区2021年新兵欢
送仪式在区学生劳动教育基地
举行。

据了解，津南区深入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落实全
国、天津市征兵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征兵工作和疫情防控“两
手抓、两不误”，上半年共有500

余名男青年在网上应征报名，
通过体检、政治考察等，参加封
闭式役前教育训练，全程实施
科学量化定兵、狠抓廉洁征兵。

经过严格把关、层层筛选，
优秀青年已分四批次奔赴陆
军、空军、武警和联勤保障等部
队服役。

图为新兵欢送仪式

文明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