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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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雅丽

又是一年春好时。天津南部广阔的平原地带，一处处
郊野公园像一件件翡翠镶嵌在大地上，百花次第绽放，每一
株绿植伸展向阳。田间地头里，春耕春播繁忙，每一颗种子
奋力萌发，倔强生长……

这是一片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奋斗精神的土地。今天
的奋斗者用忙碌的身影绘就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图景，昔
日的奋斗者用血肉之躯挺起民族的脊梁。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回望历史，革命先辈
英勇奋斗的身影仿佛重现眼前。

时光回到1942年，日本侵略者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
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一时间，冀中平原“无村不戴
孝，处处是狼烟”。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部队和地方
党组织联合组成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坚持抗战。其中，
津南支队就是活跃在天津南部的一支重要武装组织，他们
的抗战故事经久流传。

津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存放的史料记载，1942年初，按

照中央“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指示，为了进一步粉碎敌人的
“蚕食”进攻，冀中八分区组建了渤海支队、清河支队、津浦支
队3支武装工作队，其中津浦支队的活动范围西起子牙河两
岸，东到渤海边，包括津塘铁路以南，青县娘娘河、捷地减河以
北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被津浦铁路分为路西和路东两部分，
路东部分即为津南地区。
“‘津南’指天津南部，涉及今天的津南、静海、滨海新区

的大港，还有西青的一部分。”津南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郝
印来说，津浦支队就是津南支队的前身，实际是武装工作队
性质，集党政军民工作于一身，以武装斗争为主，兼做开辟
地区的建党建政工作，但他们又比一般武工队人多，战斗力
强，必要时可与敌人正面作战。邓家庄子战斗就是一次正
面战斗。
“邓家庄子位于静海县（今静海区）西南。1942年春的一

个晚上，津浦支队到这个村后原本想分散到附近召开群众大
会，不料被搞情报的密探盯上。”郝印来说，在静海的日本侵
略者收到情报后，立即通知附近据点伪军包围过去，“静海特
务队也骑车赶到，正好闯进津浦支队住的院子，先进来的俩日

本特务一下就被抓住了。”
支队从俘虏口中得知敌军已靠近，随即决定在这里打一

仗，并马上沿村边排兵布阵。由于当地常闹水灾，村庄地基较
高，支队占据了有利地形。等敌人进入村外开阔地，支队指挥
员一声令下，枪声密集响起，将敌人打得措手不及、溃不成
军。这一仗俘虏敌人数十个，支队无一人伤亡。

1943年，津浦支队改名为津南支队，队伍继续在天津南
部开展抗日斗争，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道路运输，惩治汉奸，
有步骤地向子牙河、静海县城及独流镇周围的敌占区深入。
后挺进津浦铁路以东，开辟了津南根据地。支队还在天津市
内建立秘密活动据点，争取和瓦解伪军。郝印来说，“津南支
队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仍不断壮大抗日力量，他们不畏艰险、
英勇抗战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本报记者孟若冰

春日的津沽大地，处处涌动着学习热潮，勃发着盎然
生机。

3月 25 日上午 9 时，天津礼堂中剧场三楼一号
会议厅座无虚席，在党员干部的翘首以盼中，市委
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走进宣传系统宣讲报告会如
约而至。

在这里，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
校原副校长、教授赵晓呼围绕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重大意义、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光
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把握党史学习重点、为建设现
代化美丽天津而奋斗四个方面，为与会党员干部作
了一场生动而精彩的宣讲。同时，他还结合宣传系
统特点，为大家详细讲解了精神谱系的时代内涵，引
起现场热烈反响。
“能够现场聆听教授的宣讲，非常激动！让我

对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贡献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与认识，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天津故事”“中
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一部极其生动的爱国主义教
材，党史学习教育不仅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党课，更
是一场全面的精神洗礼”“宣讲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深入浅出，感觉备受启发，我记了满满八页纸
笔记呢”……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党
史鲜活的故事里，感悟的是初心，得到的是启迪，汲
取的是力量。转眼间，两个多小时的宣讲接近尾
声。看着大家意犹未尽的神情，宣讲结束后，赵晓
呼又来到党员干部当中，与大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
互动交流。
“教授您好，我是平津战役纪念馆的青年讲解员，

想请教您，我们如何更好把党史融入到日常讲解中，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平津战役纪念馆宣教部党员干部
李琳率先提问。
“咱们讲解员要对党史有一个全面、细致、深入的

把握，了解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了解战士英勇无畏
的作风，真正掌握红色故事的精髓，才能作出更生动
鲜活的讲解，让群众更好了解平津战役。”赵晓呼耐心
解答。

随后，“红色文艺轻骑兵”青年演员、青年新闻工
作者、宣传部门干部等相继提问，赵晓呼一一解疑释
惑，让大家深感收获满满，对未来信心更强，干劲更
足了。

作为一名少儿出版工作者，新蕾出版社党总支书
记、总经理马玉秀说，她将带领全社上下进一步提升为
读者服务本领，创新形式为少年儿童讲好党史故事。
“接下来，我们将推出《百年党史家风故事》《‘四史’漫
画系列故事》等图书，让孩子们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从
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天津河北梆子剧院青年演员陈亭则表示，要更
加努力学好党史，从党史中发掘可歌可泣的英雄人
物，把催人奋进的英雄事迹搬上舞台。“同时，作为
一名红色文艺轻骑兵，我还要坚持到基层演出，排
演出群众喜欢的节目，真正为时代发好声，为人民
演好戏。”

津南支队：深入敌后打豺狼

■本报记者张雯婧

昨天上午，在河东区前程小学，一堂特殊的党史思政大
课在这所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校园中开讲。不同于以往，
授课教师一位是73岁高龄的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
人付慧珍，另一位是获评我市首批十大思政课教师年度影
响力人物的河东区友爱道小学教师李玥。

围坐在老师身边的不仅有前程小学的师生，还有区教
育局的党员干部代表。两位老师通过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和
一组组数字的对比，深情讲述了100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
的辉煌之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今天，咱们的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我打心眼里感谢中国共产党！”看到照片中这些年来
校园生活的变化，付慧珍感慨万千。

“大家回头看看，这三间老房子，是咱们学校1930年建校时
的老教室。从土砖平房到现在现代化的校园，变的是学习与工
作的环境，不变的是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多年来，学校
的党员干部一直冲锋在前，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他们发挥了重要
的模范带头作用。”思政课结束后，师生代表和区教育局党员干
部代表进行了座谈，前程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全胜谈了自己
的感受。座谈中，当得知学校在计划将这三间老校舍改造成校
史教育基地和党史教育基地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
后，区教育局立即组织相关科室进行“现场办公”，决定全力支持
改造工作，力争将其建成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为了让党史学习教育更加深入校园，深入人心，我们组建

了由百余名思政名师、‘五老’等组成的党史宣讲讲师团。他们
将走进百余所学校、幼儿园，以多种形式讲授百余节精品党史
思政课，为建党百年献礼。”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旭说。

红色津沽

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天津故事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
走进宣传系统开展宣讲报告会侧记

为全面贯彻落实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天津师范大学深入探索
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将党史
教育与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有
机结合，激发师生党史学习热情，
开展户外“学党史·动起来”主题
活动。通过学唱红歌、讲述历史
故事、回忆长征情景、学习英雄事
迹等形式让师生在参与体验中深
化党史知识学习、筑牢信仰根基。
本报记者谷岳通讯员赵娟摄

学党史动起来

党史学习悟初心“现场办公”解难题

本报讯（记者王睿）连日来，中新天津生态城深入开展
具有区域特色的党史学习教育，读好党史这本“丰富生动的
教科书”，组织形式多样的“六进”活动，将“我为群众办实
事”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从身边的红色资源汲取为民初心，知党史感党恩。

生态城大力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
社区”“进学校”“进医院”“进警营”，为区内3700余名党员
配齐指定学习书目，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号召大家将
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在企
业，生态城深化“政企下午茶”品牌活动，各职能部门与企业

面对面、心贴心，以党建促服务，为企业解难题。在社区，23
名市、区级机关党员、干部深入和风、和韵、宜禾等12个社区，
参与到社区“两委”换届入户宣传、社区网格巡查、社区志愿服
务、特殊群体走访等10余项工作中，为社区治理注入一股新
力量。

目前，生态城有10万户居民、超过1万家市场主体，为有
针对性地为民办实事，生态城管委会主任王国良带队深入调
研雅境园停车难问题，践行“一线工作法”，了解停车场建设进
度和投入使用后的管理问题，现场查看、现场办公、现场解决，
推动新建停车场尽快投入使用。

生态城管委会各职能部门还结合主责主业，聚焦群众、企
业的问题和需求，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针对建设项
目审批，生态城政务服务办启动“项目审批服务季”，会同建设
局等部门组织审批人员成立前期手续审批服务小组，“一对
一”跟踪服务区内124个新建项目，并以“政务小飞侠”的方
式，为项目提供主动审批服务。此外，生态城科技创新局党支
部持续开展“学一段党史办一件实事”特色党日活动，支部书
记带队走访区内的天津中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企业在申
报国家高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给予解答，同时宣传科技政策，
将该企业纳入国家高企申报储备库。

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为民初心
——生态城“六进”活动聚焦“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