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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旗帜·榜样

事业单位注销登记公告

北 方 经 济 时 报（ 事 证 第
112000001721号）依据《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债务
人自2021年3月25日起90日内向本
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事业单位注销登记公告

蓝盾杂志社（事证第112000000660
号）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债务人自2021年3月25
日起 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事业单位注销登记公告

天津音像公司（事证第112000001946
号）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债务人自2021年3月25
日起 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事业单位注销登记公告

天 津 广 播 电 视 报 社（事 证 第
112000000689号）依据《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债务人自
2021年3月25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事业单位注销登记公告

天津广播电视电影局转播台（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12120000E01261685H）依
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
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债务人自2021年3月25日起90日内向
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事业单位注销登记公告

天津音像资料馆（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121200004013560671）依据《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
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债务
人自2021年3月25日起90日内向本单
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至15日下午3时，我东北
野战军创造了仅用29个小时解放天津的战争奇迹，促使国
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彻底丢掉幻想、接受北平和平
解放协议中提出的各项条件，使平津战役圆满收官。

“天津方式”的深刻含义
天津战役发起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多

次电示攻城部队，对敌人坚固设防并顽抗的据点，尽量采取
劝降方法解决之，以减少对城市的破坏，最大限度保护工
厂、学校、商店、车站和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东北野战
军攻城各部队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在市内巷战中尽量
不使用重武器，并通过劝降喊话等方式解决国民党守军。
同时，对拒绝投降的顽抗之敌，则以精准灵活的战术，坚决
彻底地消灭。

在解放天津的战斗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我军
的城市政策纪律，提出“人民财产全面保护，缴获物资原封
不动”的口号，做到秋毫无犯，数九寒天露宿街头，不扰民。
战斗结束后，没人乱放一枪，乱毁一物，乱占一房。街上很
快就恢复了秩序。

除了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方面的快速胜利外，天津人民
尤其是天津地下党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搜集情报、破坏
敌人军火生产、组织护厂护校斗争、开展统战工作、为攻城
部队带路做向导和提供后勤保障等，为天津解放作出重要
贡献。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对此高度评价说：“天津的解
放，是攻城部队和天津人民尤其是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

天津战役的胜利，是我党我军一切为了人民性质宗旨
的生动体现，是广大人民群众一切为了美好生活愿望的有
力行动，也是我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共同斗争的胜利。在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将其概括为“天津方式”，即

“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
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天津方式”的实现过程
70年前，天津是华北的工商业大城市，是北宁、津浦铁路

交汇点，也是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由海上南撤的重要通道。
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2个军10个师及保安部
队共13万余人，依托坚固工事和严密火力配置，构成立体式
防御体系，负隅顽抗，还自诩“大天津堡垒化”“固若金汤”。

按照中央军委制定的平津战役“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
战略部署，在天津守敌拒绝投降的情况下，平津战役天津前线
总指挥刘亚楼，根据“天津市区南北长、东西窄，守敌北部兵力
强，南部工事强，中间皆平常”的特点，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
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
针，集中5个纵队22个师共34万人的优势兵力，并配属火炮
538门、坦克装甲车40余辆，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天津守
敌13万余人发起总攻。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到1月
15日凌晨5时，东、西主攻部队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就在金
汤桥胜利会师。金汤桥会师部队把国民党天津守军拦腰斩
断，彻底打乱陈长捷的指挥系统。15日上午10时，我攻城部
队攻占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活捉警备司令陈长捷。下午
3时，随着耀华中学最后一场激烈战斗的结束，天津战役仅用
29个小时便胜利告捷，共歼灭、俘虏国民党天津守军13万余
人，取得平津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天津方式”的最大一个特点
就是“快”。

“天津方式”的重要贡献
天津战役的胜利，给企图固守北平的国民党傅作义集团

以及其他各地残留的国民党军队提出了有力的警告和明显的

去向：一切不明大义、不愿服从人民的意志、企图负隅顽抗的
人们，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他们就只好用“天津方
式”加以解决。

当平津战役刚刚发起时，我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
军区部队将华北国民党“剿总”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张家口、
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孤立的据点上。傅作义心存侥幸
和幻想，密派代表出城找我军进行谈判，提出军队实行“战场移
交”，政权构成实行建立华北联合政府，这两个条件距离我党我
军提出的和平改编国民党军相差太远，谈判陷入僵局。当新保
安、张家口解放之后，傅作义又派周北峰为代表出城与解放军
进行第二次谈判，并草签了会谈纪要。但傅作义仍想拖延，以
时间仓促为由拖延不肯实施。那时他认为自己还有力量，还想
较量一下。然而，我人民解放军仅仅用了29个小时解放天津，
傅作义才真正认识到人民军队的威力，北平问题的谈判很快达
成协议，25万余国民党守军出城接受改编，北平这座3000年
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古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天津方式”不但促使了“北平方式”的产生，为新中国定

都北平献上了奠基礼；而且还促成了“绥远方式”的形成，使董
其武将军率领10万绥远军政人员举行和平起义，投入人民的
怀抱。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辽沈、淮海、平津
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
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人国民党军队
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为“天津方式”点赞，为天
津人民点赞！ 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

87年前的秋天，江西于都河畔，一支8.6万人的大军集结于此。
此刻，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敌人的“铁桶计划”日益逼近，意图一举
歼灭中央红军……

红军战士们猜测着转移的方向：广东、福建，或打到南昌。
但很多人不曾料想会调转向西，从此铁流二万五千里。

五岭逶迤、乌蒙磅礴，展开毛泽东作于1935年秋的《七律·长征》
手书，这次命运攸关的远征、这段震惊世界的传奇跃然纸上……
“金沙水拍云崖暖”。实际上，红军经过的江河，大多刺骨森寒。
1935年1月2日，战斗在天险乌江打响。无法攀登的悬崖

绝壁间是250米宽阔江面。“八个英勇战士赤着身子……跃入江
中，那样冷的水里，泅水极感困难……”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
委刘亚楼详细记述了渡乌江的场景。敌军守江团长在给上级的
报告中写道：“红军水马过江，火力非常凶猛”。
“更喜岷山千里雪”。雪山延绵千里，草地了无人烟，行军艰

难与粮食短缺交织。
“每人每天只有2两青稞粉，根本无法支撑体力。”红二方面军四

师十二团团长黄新廷回忆说，后卫团一路上看到牺牲的战友，有的倒
下时嘴里还嚼着吃一半的野草；有的牺牲时背囊里还剩下些青稞粉，
他们清楚粮食有限，死前尽量省下一点给战友……

像航船在大海中，即使看不到海岸，仍然方向坚定。英勇顽
强的红军将士，将巍峨高山、奔涌江河，一步步甩在身后。

以血肉之躯，杀出北上通道。
1935年9月16日晚，起床号划破夜空，红四团作为先头部

队向腊子口挺进。
“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

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评价
腊子口的战略地位。

在山口如刀斧劈过一般的腊子口，敌军控制周围制高点，凭
险扼守，红军难以突破。一筹莫展时，一名苗族小战士自告奋
勇，在长竿一头绑上钩子，硬生生从绝壁一段一段攀到山顶，15
名突击队员拽着绳索挨个攀到崖顶，迂回到敌人后面。正面进
攻的敢死队再次向敌人阵地发起猛攻，号子声、手榴弹爆炸声响
彻寂静山岭。

翻越艰险的山脉，跨过水流湍急的江河，突破无数关口和封锁
线。天上飞机轰炸、地上敌军围追堵截，红军靠两只脚，长驱二万五
千里。出发时始料未及的长征，终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毛泽东，毛泽东为其亲
笔写了《七律·长征》，后来被收录进《红星照耀中国》。在之后的
岁月里，毛泽东多次提起这首诗，也留下多幅手迹。

无数艰难险阻，在《七律·长征》短短56字中等闲飞过。收
藏于国家档案馆的毛泽东1961年题写的手书诗词中，有两个
“浪”字，成为最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份手书笔力遒劲，一笔一画
都在向世界宣告：为了崇高理想的征程，乘风破浪，终会到达胜
利的彼岸。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本报记者 韩雯

有人说，最难的是坚持，最美的是奉献。从26岁成为一名养
老护理员，她用青春守护“夕阳”，在老人最需要的时候，她从不吝
啬付出，十四载光阴，她把初心厚植于心，把使命躬身于行。

谁都知道，养老护理员是一份受累甚至不讨好的工作，而站
在择业十字路口的王坤却选择逆流而行，因为她想做有意义的
事，过有意义的人生。她说，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奋斗才有力量。

来到市退休职工养老院，初出茅庐、还处在被人照顾年龄的
王坤，开始学着前辈的模样，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替天下儿女
尽孝”的重担。每天早来晚走，给老人喂水喂饭、翻身拍背、人工
排便、沐浴搓洗……护理部、卫生间、盥洗室每天都有她默默耕
耘的身影。
“其实，照顾老人不单是满足老人的吃喝拉撒睡就够了，相

比物质上的无忧无虑，老人更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一有空闲时
间，王坤就会来到老人身边，唠唠家常；她也会上网，搜集哪些活
动对于老年人来说，既有趣又可以锻炼身体。在欢声笑语中，王
坤与老人们之间形成了“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的亲密关系，在“润
物细无声”中，王坤也成为老人心中最信任的人。

因为工作忙，王坤很少能回蓟州的家陪伴父母，这是她心中
的愧疚；每当养老院里老人需要她的时候，她会义无反顾抛下一
切，随叫随到，因为这是她心中不舍的牵挂。老伴儿去世的早、
又没孩子的戴奶奶，当血糖不稳定被送到医院时，看见有家人陪
伴的同龄人，难免会触景生情、情绪激动，陪着她看病的护工说
什么，戴奶奶都听不进去，护工只好给王坤打电话。没一会儿工
夫，出现在戴奶奶面前的王坤看出了老人心思，她像家人一样对
戴奶奶说：“您不是还有我这个闺女吗？”最美丽的微笑、最亲切
的语言，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戴奶奶的心。为了哄老人开心，王
坤推着轮椅徒步40分钟把老人推回了养老院。一诺千金，有诺
必践，是王坤陪着老人走过生命最后的时光，老人的身后事，也
是王坤一手操办。

她是老人们的“贴心女儿”，她也是一名母亲。去年，阻击疫情
的警报拉响，养老院实施了封闭管理，77天未见到女儿的王坤把思
念藏在心底，同老人们在一起，一边事无巨细地照顾老人们的饮食
起居，一边充当亲情的传声筒，电话、短信、微信，随时倾听家属对
老人的惦记，第一时间将家人的关心转达给老人。又有谁会知道，
在每一次与女儿隔空“相聚”后，王坤都会偷偷地掉下眼泪。整理
一下心情，她又出现在老人面前，用笑容、汗水驱散阴霾。

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坚守。做“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共产
党员，凭着一颗赤诚之心，王坤说，她要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让夕阳更红、画卷更美。

■本报记者 杜洋洋

三月的静海，处处涌动着春的生机。
3月26日下午，静海区会议中心313会议室内，市

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院长李朝阳教授，为全区党员干部带来了一场引
经据典、鲜活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宣讲。
“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

躺在功劳簿上，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
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只有科学把握历史规律，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

能无往而不胜。”
台上，李朝阳教授从认真研读党史基本著作、全面了

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深刻
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等六个方面进行了一
场深入浅出的宣讲。

台下，大家时而抬起头认真聆听，时而拿起笔仔细
记录。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在党史鲜活的故事里，感
悟的是初心，汲取的是力量。
“聆听宣讲，特别受鼓舞。”区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

刘慧武说：“我们要以党史学习教育激发奋进之力，围绕

‘十四五’蓝图，谋项目、定措施，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引育
新动能为目标，充分发挥园区发展平台的作用，扩大招商，
培育新的产业体系，通过总量和质量双提升来推动全区高
质量发展，把‘十四五’蓝图变成现实。”

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孙开祥则表示：“我们将以创
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区和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为契
机，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教育资源的配
置、全面强化学校思政工作、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面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
静海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努力兴办人民满意
的教育。”

“天津方式”对解放战争胜利的影响

红色津沽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铁流二万五千里

“贴心女儿”用青春守护“夕阳”
——记市退休职工养老院护理三科干部王坤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力量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走进静海区

（上接第1版）
“由于试验室内有很多精密设备，对结

构施工预留预埋、尺寸偏差要求较高，所以
在建设过程中进行了多次验收，确保工程
质量。”项目技术人员乔辉东说，“例如，燃
料电池试验室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涉氢试验
室，单层面积约1.4万平方米，涉氢区域约

8400平方米，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深化设计方
案，多家供应商对比，严格把控材料质量。”

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建设项目，
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服务国家新能源

和氢能产业发展战略、服务天津市氢能产业
高质量发展、服务行业协同发展的重大举
措。项目定位“世界一流、国内领先”，建成
后将成为国内新能源整车领域规模最大、测

试能力覆盖最全的研发验证和测试基地，这
一项目将有力助推我国燃料电池汽车相关
标准体系和检测方法体系的建立。
“项目的建成投用，将对打造国内领先

氢能产业创新高地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也标
志着我市新一代汽车技术产业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李耀虎表示。

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项目年内竣工

▲昨日，西青区侯台社区“好大妈妈帮帮团”
志愿服务队的部分志愿者在值班站点进行第37
次“涓滴红色晨读”——《周恩来南开中学往事》，
党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雷锋日记》等都是她
们的晨读内容。 本报记者姜宝成摄

�昨日，河北区鸿顺里街道举行“学习身边的
榜样，凝聚奋进精神”主题党课，邀请来自我市的
优秀共产党员、天津市道德模范等身边的楷模通
过红船模型、书画长卷等回首历史，为社区党员、
高校学生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革命伟人的划
时代之举。传承红色文化，弘扬红色精神。

本报记者吴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