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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津‘一二·
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坐落于西青
区王兰庄花园的7号别墅，是天津2A
级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是天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
动纪念馆的讲解员孙美月的开场白。
大方的气质、精彩的讲解，给人们留下
深刻的印象。

2003年工作至今，孙美月每天就
是在纪念馆的大厅里迎接来访者，为
他们讲述着在这里与“一二·九”抗日
救亡运动相关的感人故事。

多年来，她深感自己不仅是关于这
段历史的讲述人，也是一名见证者和倾
听者。

展馆里的每一张照片、每一行文
字、每一本书刊、每一个老物件，孙美
月都如数家珍，这些展品背后的故事
更是一直鼓励着她。“工作的这18年
里，每一次的讲解，对我来说都是一次
心灵和精神上的一次洗礼。‘一二·九’
运动已经不单单是历史教科书中的一
段历史文字了，它更像是一座灯塔，一
直指引着我。这里发生的每一个故事
都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每一个人物都
活在我的心中。”孙美月说。
“一二·九”运动又称为“一二·九”

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9日，北
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
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
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
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在这个运动的
带动下，消息传来，天津学生积极响
应，于1935年12月18日在天津爆发
了“一二·一八”大游行声援“一二·九”
运动，当时很多爱国学生来到王兰庄
村组织宣传爱国主义真理，进行抗日
救亡宣传，开展义务教育活动，开办识
字班，王兰庄村成为当时的爱国人士
以及进步学生的活动阵地，他们在这
里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火种。

为了让更多人的了解这段历史，
1985年12月9日，村里立起了“一二·
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碑；1987年，又
建立了纪念“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陈
列馆；2003年，建成了天津“一二·九”
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并正式对外开放。

天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
馆位于西青区李七庄街王兰庄村，是一

座平顶、砖混结构的厅堂建筑。纪念馆
分纪念广场和室内馆两部分，布展由照
片、报刊资料、老同志回忆文章和音像
资料等组成，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当年进
步学生在农村开展义务教育，进行抗日
救亡宣传，发展革命力量的历史。

说着，孙美月带着记者参观纪念
馆。在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前，她停
了下来，介绍说：“当时，为了进一步扩
大我们的爱国阵线，天津的共产党员
和进步学生，分别前往王兰庄、小园和
姜井，进行义教活动。这个义务教育
活动主要是办夜校，另设妇女识字班、
儿童识字班，我们王兰庄就成立了妇
女识字班，这在那时是一件非常了不
起的大事。学生们的义教活动唤起了
农民觉悟，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为王
兰庄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基础，1936年
9月，王兰庄建起了党支部。至此，党
的种子在王兰庄生根发芽，慢慢发展
壮大起来。”
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在共产党员

和进步学生的带领下，王兰庄的村民们
学习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
爱国之心在这里跳动得越来越有力。

栉风沐雨，86年风雨载途，王兰庄
亲历见证了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
段烽火岁月虽然已经远去，红色基因却
铭刻在王兰庄人记忆深处，代代传递。

“当时学生们教村里的农民们做
体操，地点就是我们王兰庄村的那个假
山上，以前人们都叫‘老台子’，这个老
台子现在也是作为我们村景色之一，经
过村里改造我们依然将它保留了下来，
那是因为，这座老台子有着很多的历史
足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王兰庄的美好生
活，这段历史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每个王
兰庄人的心里。”孙美月接着说。

18年的纪念馆讲解工作，不仅有
纪念馆里的党员事迹故事激励着她，
身边老党员的一言一行也在影响着
她。李新环老人便是其中代表之一。

孙美月初来纪念馆工作之时，纪
念馆的讲解员特别少，熟悉这段历史
的专业讲解员更少了。如何让更多人
了解这里发生过的故事，怎么把故事
讲得更生动，种种问题让大家愁眉不
展。就在这时，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
党员，头发花白，每天骑着自行车义务
向来纪念馆参观的游客们讲解王兰庄
的故事，一年四季，寒暑不断。他就是
李新环老人。他常对大家说，“我老
了，做不了什么了，也不需要投入资源
在我身上了。我能在这做些有意义的
事，就是最有价值的。”

在李新环老人的努力下，王兰庄
逐渐建立起了一支以青年学生为主的

志愿服务宣讲团，成员来自各地，义务
讲解，他们在讲述历史也在缅怀历史，
感受红色文化精神家园，让历史薪火
相传。每个讲解员都是一颗星火，他
们用自己的力量点燃了很多人的内
心；他们讲述的红色故事加在一起，共
同谱写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精
神的图谱。
“虽然李新环老人已经离开了我

们，但是他用虔诚而炽热的心，将最
感人、最真实的王兰庄故事还原给来
访游客，让红色精神的符号、理念传
递给了一代又一代人们。”孙美月感
慨地说。

纪念馆默默地诉说着当年那段激
情澎湃的学生运动，而孙美月也传递
着老党员李新环身上默默奉献、踏实
创新、坚持不懈的精神。

作为一名党员，多年来，孙美月始
终坚持“扎根景区，热情工作”的信念，
勤勤恳恳履行一名基层讲解员的义
务，热情做好每一次的讲解工作，而且
结合工作需要坚持不懈地学习王兰庄
的红色历史，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
专业化水平，努力为来访游客提供最
周到、最精准、最愉悦的服务。

孙美月说：“由于纪念馆没有现成
的文字简介，工作之余，我利用大量的业
余时间整理收集资料。在单位领导和专
家的帮助下，几经修改，终于编写完成纪
念馆的简介小册子。正是这样一本不起
眼的小册子，吸引了许多来馆参观的中
小学生的兴趣，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纪
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重要作用。”

近5年共有5.5万人次走进天津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参观，
他们从这段历史中重温永不忘却的初
心，感悟历久弥新的精神。
“为了永远传承下去这段历史，我

主动联系王兰庄中心小学，并建立了互
助合作联系，在小学校园内开设了‘我
是小导游’的课程，为小学生授课、指
导。同时，学生还可以到‘一二·九’纪
念馆开展实地实践，寓教于乐，激发和
沉淀孩子们对王兰庄村乡土情结永恒
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让“一二·九”运动
的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对于今后的工
作，孙美月心中早就有了目标和方向。

记者 蔡莹莹 王向伟

让“一二·九”运动的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天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讲解员孙美月倾情讲述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生动展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生动展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伟大实
践，生动展示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即日起，西青区融媒体中心向全区
开展“追忆入党岁月 坚定理想信念——我的入党故事”融媒体作品征集活
动。相关征集作品将择优在西青融媒各媒体平台刊播，通过回顾入党经历、
讲述党员故事，引导和激励全区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克难攻坚、砥砺前
行，以优异的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一、征集主题
“追忆入党岁月 坚定理想信念——我的入党故事”
二、征集要求
1.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紧扣主题，内容真实，抒发真情实感。
2.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主题，故事完整，入情入理。
3.投稿作品须原创。
三、征集内容
面向全区征集优秀文章、经典照片、微视频等，结合广大党员自身经历，

以第一人称生动讲述个人在坚定入党信念、递交入党申请书、接受组织培养
考察、入党宣誓和入党后践行党员宗旨、履行党员义务，平常时刻看得出、关
键时刻冲得上、危急关头豁得出的真实感人故事。

四、征集形式
文稿、视频、照片均可。
文稿字数1500字以内为宜，体裁不限，作品可以记叙文、访谈录、回忆

录，散文等形式呈现。视频尽量使用横拍。照片请附说明。
五、征集日期
即日起至2021年7月1日。
六、报送方式
发送作品至邮箱：xiqingdt@126.com，邮件请以“我的入党故事+作品

名”命名，并注明作者、联系方式等信息。
七、刊发媒体
优秀作品将选登在西青区融媒体中心电视台、西青广播电台、“云上西

青”APP、“学习强国”天津学习平台、“西青融媒”微信公众号、“天津西青”
微信公众号、《天津日报·聚焦西青》等全媒体平台。

西青区融媒体中心
2021年4月

“我的入党故事”
西青区融媒体作品征集启事

本报讯（记者 李阳 王雪）又是
一年清明时，为进一步推动移风易
俗、弘扬时代新风，积极倡导文明、绿
色、节俭、安全的祭扫方式，日前，西
青区在西城寝园举行“一束鲜花祭亲
人，文明祭扫我参与”签名暨文明殡
葬“蒲公英”宣传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向过往群众现场
发放“致广大居民群众的一封信”和
菊花，号召大家在清明节来临之际，
秉承传统,告别陋习,倡导文明新风,
践行《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巩
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成果，落实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举措，
在全区形成文明祭祀、科学祭祀、环
保祭祀、节俭祭祀、安全祭祀的良好
风尚。

祭扫群众纷纷在布标上签下自
己的名字，以实际行动倡树文明新
风，争做移风易俗的先行者、文明祭
祀的示范者。活动中，共发放宣传材
料300余份，菊花2000余只。西青区
民政局相关负责工作人员、“民政帮
帮团”志愿服务队成员、殡仪事务中
心工作人员等组成的志愿者、祭扫群
众等参加活动。

一束鲜花祭亲人 文明祭扫我参与

西青举行文明殡葬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冯立）日前，经过
多年的努力，由西青区融媒体中心策
划、西青区档案馆主编的《寻根大运
河》系列丛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丛书分为《“寻根大运河”纪实卷》
《西青历史文化撷珍》《运河沿岸西青
文脉》《西青古诗词集萃》《西青历史文
化图集》五本，共178.5万字。

其中，《“寻根大运河”纪实卷》呈现
的是“寻根大运河”的对运河各地的采
访报道新闻稿、札记、电视纪录片《美的
溯游》解说词、对运河文化的思考与研
究、运河沿岸各地对活动的报道。
《西青历史文化撷珍》呈现的是

“寻根大运河”活动中，有关西青地区
历史文化资源的重大发现和有分量研
究成果，以及对田野调查资料的记录、
杨柳青故垣轶事、西青历史往事与名
人事迹。
《运河沿岸西青文脉》呈现的主要

是“寻根大运河”活动所发现的大运河

与西青兴起、发展的渊源联系，以及活
动所采集到的因大运河而生的西青物
产与生活剪影，与西青密切相关部分沿
岸地方文化与名人事迹、对因运河而生
的杨柳青年画的研究，查阅古籍、报纸
所得的有关西青运河文化的珍闻。
《西青古诗词集萃》呈现的是“寻

根大运河”活动中，新发现的235首歌
诵西青的古（元、明、清）诗词，以及对
西青原有文献中记载的古诗词的考证
和勘误。新发现的每首诗词后面都注
明了诗词出处与发现过程。
《西青历史文化图集》呈现的是不

同时期的，反映西青历史文化和当代风
貌的图片，其中包括“旧影新照”“典籍
觅踪”“古镇沧桑”“文脉悠扬”等部分。

丛书内容丰富，亮点颇多，是了解
和研究西青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重要
资料，也是可以增进西青人对家乡感
情的精神大餐。希望它能为西青的发
展起到积极作用，为读者带来精神的
愉悦享受。

西青《寻根大运河》系列丛书出版发行

本报讯（通讯员 王树云）日前，
西青医院脊柱外科借助机器人技术，
成功救治了一名因跳蹦床动作不当，
导致胸12椎体爆裂骨折的年轻患
者，并康复出院。

近日，一位 28岁年轻女性，在
玩蹦床时意外摔伤，并感觉到腰部
剧痛，被120紧急送到西青医院脊
柱外科就诊。随后，被确诊为胸12
椎体爆裂骨折。虽然骨折块已经进
入了椎管，幸好没有造成脊髓损
伤，该院脊柱外科医生应用先进的
机器人辅助下经皮椎弓根钉内固定
术，为其进行了椎体骨折的复位和
内固定，骨折的椎体恢复到了受伤
前的形态。患者术后1周即可下地
活动，目前已顺利出院。

西青医院脊柱外科杨中华主任
医师在此也提示大家：蹦床项目在
玩的不当时存在一些风险，无论是

儿童还是成年人，要选择正规的游
乐场所，玩耍时切勿做高难度动
作，人体上半身特别是脖子，比较
脆弱，当人从高空坠下时，主要依
靠身上的肌肉保护，手和脚可以卸
力，起到缓冲作用。一旦出现头朝
下的情况，就来不及缓冲，动作都
是很危险的。

相关链接

脊柱骨折判断方法
1、从高空摔下，臀或四肢先

着地;
2、重物从高空直接砸压在头或

肩部;
3、暴力直接冲击在脊柱上;
4、正处于弯腰弓背时受到挤

压力;

5、背腰部的脊椎有压痛、肿胀，
或有隆起、畸形;

6、双下肢有麻木，活动无力或不能。
通过询问患者与检查，前4条有

其中一条，再加第5、6条，即考虑有
脊椎骨折的可能性，应按照脊柱骨折
要求进行急救。

脊柱骨折急救注意事项
完全或不完全骨折损伤，均应在

现场做好固定且防止并发症，采取最
快方式送往医院，在护送途中应严密
观察。

1、可疑脊柱骨折、脊髓损伤应立
即按脊柱骨折要求急救。

2、运送中用硬板床、门板等硬质
器具，禁止1人抱或背，应2～4人抬，
防止加重脊柱、脊髓损伤。

3、搬运时，让伤者双下肢靠拢，
双上肢贴于腰侧，保持伤者的体位为
直线。胸、腰、腹部损伤时，在搬运中
腰部要垫枕头或衣物。

蹦床不当致脊椎骨折 机器人出手助其脱险

西青医院新技术杠杠的！

诊疗动态

本报讯（通讯员 刘岳）日前，公
安西青分局中北派出所接报一起盗
窃警情，事主王先生称自己当日凌晨
在某网吧上网时，趴在桌子上睡着
了，醒来后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

接警后，出警民警迅速开展侦
查，很快发现当日凌晨5时许，坐在
被害人对面的男子试图在用脚去勾
什么东西，接着又起身蹲到电脑桌
下拿起某物放进了自己口袋，随后
迅速离开网吧。结合报警人陈述，
民警确认该男子有重大嫌疑，并通
过工作确定了该人身份信息为外来
务工人员马某某。

3月17日7时许，中北派出所在
公安西青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配
合下，在西青区中北镇某工地宿舍
将马某某抓获，并当场查获还未来
得及销赃的被盗手机。经民警询
问，马某某陈述了在网吧上网时，发

现被害人手机掉在地上，遂趁其睡
着偷走手机的违法行为，现马某某
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王先生看到自己失而复得的
手机后激动不已，连称“没想到公
安机关这么快就能抓住小偷，还及
时发还了被盗手机，为我挽回了经
济损失。”

■警方提示

在网吧上网时一定要提高安全
防范意识，切莫将手机等贵重物品
随意放置桌面，特别是在网吧通宵
达旦时极易疲惫，既对健康无益，也
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民生盗案快侦快破
西青警方追赃挽损

■日前，西青区司法局联合开
发区司法所、西青经开集团综治维
稳部、法务部、企业服务部和天津扬
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在中国二十冶集
团有限公司北方公司开展“西青区
2021年法治宣传教育进企业”活
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
条幅，发放法治宣传资料的方式向
员工宣传法律知识，解答企业员工
提出的法律问题，进一步提高企业
员工学法用法的意识，树立依法办
事的法治观念，受到企业员工一致
好评。 （通讯员 魏春萱）

■日前，杨柳青镇东咀小学走
进杨柳青镇古镇景区开展了“践行
雷锋精神，做好时代少年”主题志愿
服务活动。活动中，全体师生志愿
者都积极投身于志愿服务活动中，
在景区内积极开展捡拾垃圾、服务
游客的志愿服务。此次活动不仅增
强了少先队员们的社会责任感，点
燃了劳动热情，更让他们认识到学
习雷锋精神是从身边小事做起的。

（通讯员 赵金婉）

■日前，西青区司法局大寺司
法所调解队伍组织开展了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培训。活动中，大寺司法
所调解员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将党史学习教育作为推
动工作开展的巨大动力。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
得，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 （通讯员 张雪莲）

■连日来，杨柳青镇加强网格化
管理、划分责任区、建立巡查防控制
度，组织发动执法人员、网格员、村居
志愿者在居民小区、路口、便道、绿地
等重点区域全面布控，对发现的不文
明殡葬、祭扫行为进行劝阻，确保镇域
内不留死角。与此同时，各村街、社区
组织报到党员、楼门栋长、热心群众等
文明志愿者队伍，做好辖区内禁烧工
作的宣传和管控工作，形成了文明祭
扫合力，倡导人人争做践行文明的先
行者、发扬者、守护者和推动者。

（通讯员 赵金婉）

本报讯（记者 卢海林 马云静）
日前，西青区在李七庄街邓店村开展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免费筛查活动。

此次活动由西青区妇联联合天
津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天津市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和泰达国际心血管
病医院共同举办。泰达国际心血管
病医院的爱“心”直通车一来到筛查
地点，医护工作者们就马上投入到细
致的检查工作中，并就先心病治疗与
护理的相关知识为报名前来的40余
名儿童及其家长答疑解惑。

西青区妇联社会工作部部长刘培
培对记者说：“这项活动是西青区妇联
落实党史学习教育，为群众办实事的
一项举措，前期我们通过与区卫健委
沟通，了解全区先心病患儿名单，通过
区、街镇两级妇联组织，逐一电话通
知，调查摸底，通过专家的筛查与治
疗，有部分儿童已经痊愈，还有部分儿
童需要定期的观察，后期我们将继续

与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开展合作，
为先心病患儿家庭的健康保驾护航。”

西青区妇联开展先天性心脏病
患儿免费筛查活动至今已有七年时
间，目前已有280余名先心病患儿家

庭得到帮助，此次活动也是今年以来
的第一场，下一步还会继续开展，将
这项惠民工程惠及更多患儿家庭。

▼医生在为孩子做检查

西青开展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免费筛查活动

孙美月在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