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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他们补刻上 196 位烈士

歌声里 学党史
知党恩 跟党走

■ 本报记者 耿堃 通讯员 宋晓蕊
一排裹着青绿色锈斑的子弹、一只边缘破损表面斑驳
的搪瓷碗、一支历经战火却保存完好的黑钢笔……它们的
主人是谁？已不可考。它们是在平津战役中牺牲烈士的遗
物。这样的文物，在平津战役纪念馆，
几个展柜也装不下。
伟大的胜利，离不开每一名浴血奋战的人民解放军战
士。平津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共牺牲 7030 人（失踪的 936 人
未包含在内）。掌握具体情况的烈士共 5504 人，其中，东北
野战军牺牲烈士 4700 余人，华北军区牺牲烈士 700 余人。
牺牲烈士中，天津战役牺牲 4106 人。
平津战役纪念馆开馆之初，树起一面平津战役牺牲烈
士名录墙，当时上面镌刻着 6639 名烈士的姓名。曹静，大
学毕业到纪念馆工作后，即承担烈士查询和烈士名录墙补
刻工作。她有个习惯，每当有烈士经她确认信息，把名字镌
刻到烈士名录墙上时，她都会独自站在墙前对着英雄的名
字在心里默默地说：
“ 感谢您为平津战役作出的贡献和牺
牲。
”
然后深深地鞠躬。
这个习惯，缘于她帮助一位寻找亲人 60 余年的烈士亲
属得偿所愿的经历。2009 年，她接到黑龙江的王先生电
话。王先生想找的人叫王宝礼，是他叔叔，在解放前参加解
放军，一直没有回来。这么多年家人一直在寻找他的下
落。
“电话里他哽咽着说，奶奶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找到儿子，
哪怕是儿子的骨灰也好，奶奶一想起这事就掉眼泪，很遗憾
直到她去世也没有叔叔的音信。”临终前，奶奶把这件事托
付给了王先生的父亲，现在父亲又把这件事交给了他，希望
纪念馆能帮他查查在平津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有没有自己的
叔叔。
“我一定尽我所能帮您寻找。”曹静郑重承诺。王宝礼、
黑龙江人，根据这些简单的信息，她在《平津战役牺牲烈士
名录》中逐一查询。找到了！又几经核对，她确定王宝礼烈
士在天津战役中牺牲。当她将消息告诉王先生时，对方感
谢之余又提出了希望帮助找到烈士骨灰下落的要求。
“找烈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3 月 30 日上午，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市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张博颖为红桥区党员干部作主
题宣讲报告，通过激情生动的讲述带领大家重温党的百
年光辉历程、砥砺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
报告会上，张博颖系统回顾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绩、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等。
参会党员干部认真聆听，边学边记，大家一致认为，这是
一场内容丰富、准确权威、精彩生动、通俗易懂的宣讲报
告，听后很受教育、令人振奋。
报告会后，张博颖走进青年党员干部中，与大家进行
互动交流，大家畅所欲言，
气氛活泼热烈。
区委组织部干部黄欣第一个举手发言，他说：
“ 作为
一名年轻干部，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增强应对危机困局、
不断攻坚克难的决心，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的清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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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 我市各街道社区开展群众性歌咏
系列展演活动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廖晨霞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8 军烈士生前
使用的子弹

烈士名录墙
图片由平津战役纪念馆提供

士骨灰，已经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了，需要向各地民政部
门、烈士陵园进行咨询、核实。但为了不让烈士家属失望，
我想自己利用工作身份去询问，总比远在黑龙江的烈士家
属要方便得多。于是我就答应试一试。
”
最终，在天津市烈士陵园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曹静得知
王宝礼烈士的骨灰就保存在那里！她立即拨通烈士家属的
电话。王先生非常激动，再三表达感谢、感激之情。
“那一刻
我感到由衷的快慰与舒畅，真切地感受到烈士们的崇高和
伟大！”
经过曹静和同事们的努力，历经 20 多年、22 批次的补
刻，共计补刻 196 位烈士的英名，截止到 2020 年年底，平津

馆烈士名录墙上共计镌刻着 6835 位烈士的英名。
每一个名字代表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
带着对美好生活企盼
的鲜活生命。记者了解到，
还有近200名烈士的名字尚待补录。
有名无名皆英雄。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
人民。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红色津沽

“把群众的冷暖需求放在心上”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走进红桥区
脑，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在工作中勇当先
锋、敢打头阵、争做模范。
”
张博颖赞许地点点头，肯定地说：
“没错，青年干部就是
要有朝气、有活力、有拼劲，善于发扬自身优势，在学习与实
践中不断磨炼成长。
”
“今天听了宣讲会受益匪浅，从百年党史中汲取了强大
精神力量，深感振奋。“
”95 后”青年干部、西沽街道水木天成
第一社区工作者李玉鑫也加入到讨论中，她说：
“ 作为一名

社区工作者，一定要扎实学好党史，深刻认识到为人民服务
是党员的初心，把群众的冷暖需求放在心上，用真心、诚心、
热心做好每一件事情，做新时代的优秀党员，当好为民服务
的勤务兵。
”
来自不同系统的青年党员干部纷纷结合岗位实际畅谈
体会，分享交流所思所感。张博颖对大家的发言表示肯定，
勉励大家要把学习作为终身追求，用心学好党史、坚定信仰
信念，努力增长才干、提升服务本领。

▲ 缅怀杰出校友周恩来总理

▲ 缅怀张太雷烈士

本报讯（记者 姜凝 摄影 姜宝成 通讯员 焦德芳 付坤）清明感念先辈志，永铭
初心再向前，4 月 4 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师生校友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
4 日清晨，天津大学举行“缅怀前驱英华，接续不懈追踪”纪念活动，师生代表
在张太雷塑像前奏唱国歌、敬献花篮、默哀致敬，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天大太雷班
代表费腾、周笑瑜用一首原创诗词《沁园春·清明太雷颂》表达了对张太雷烈士的
哀思，鼓励青年学子牢记兴学强国的使命。
4 月 2 日和 4 月 5 日分别是著名爱国教育家、
“南开校父”严修先生诞辰 161 周
年纪念日和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创校校长张伯苓先生诞辰 145 周年纪念日。4

歌以咏志，一段旋律背后就是一个故事，一首歌背后就
是一种家国情怀。连日来，我市各街道社区开展群众性歌咏
系列展演活动，与党史学习教育相融合，带领广大干部群众
在歌声中重温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史，教育引导广大干部
群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在歌声中，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那个红色的年代。”在河
西区桃园街津港路社区，来自社区的文艺骨干带领社区党员
们追忆革命历史，重温入党誓词，诵读原创诗词，共同唱响经
典红色歌曲，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党日活动推向了高潮。
67 岁老党员孙站琴深情地说：
“重温誓词，我再一次体会到了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一定要牢记历
史，不忘初心，
加倍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
“我们现在全身心投入排练，一定会尽全力完成好展演
任务，把嘹亮的歌声和美好的祝福献给党。”今年 2 月，河西区
启动了“红心唱响新时代 昂首阔步新征程”——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群众性歌咏系列展演活动，连日来，尖山街
晚晴艺术团的团员们刻苦排练，认真揣摩每一句歌词，仔细
斟酌每一个动作，传递着自己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内心的无比
自豪。天津市第四十二中学结合青少年特点，组织八年级学
生开展了“红歌班班唱”活动，在歌声中师生深情回顾党的奋
斗历程，热情讴歌国家的辉煌成就，在青少年心中厚植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来家坐坐 向您汇报’是咱们社区特色党建活动，今年
啊，我们还要继续依托咱们社区平台，给大伙儿办难事、解
难题，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意见建议，有什么困难，我们想
办法帮您解决。”在河北区诗景颂苑社区，社区书记杨萍先
用一段社区党建活动的汇报开场。舞蹈《开门红》
《唱支山
歌给党听》、歌伴舞《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社区文化志
愿者 50 余人通过歌舞的形式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
祝福。
在海河畔天石舫码头广场上，鸿顺里街开展歌咏系列
展演活动，以美好的舞姿，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社区天乐健身舞蹈队带来了歌舞《我和我的祖国》，随后《不
忘初心》
《中国红》等歌舞轮番登场，赢得了周围观众的阵阵
掌声和喝彩声，大家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的表演现
场，路过的群众也不禁驻足观看。
在河北区建昌道街综合文化服务中心，13 支文艺团队
50 余人参加了红歌传唱，社区党员王女士激动地说：
“ 这个
活动很有意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我 70 多岁
了，也是位党龄 40 年的老党员，看到了国家的巨大变化，我
们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今后国家会更加强大，我们打心
里高兴。”

日一早，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中心花园，张伯苓先生后人和南开师生校友向严
修先生和张伯苓先生塑像默哀鞠躬、整理花篮缎带并依次献花致敬，在庄严肃穆
的氛围里共同体会传承至今的南开精神。
在新开湖畔，于方舟烈士塑像巍然矗立，南开大学师生在此重温烈士感人
事迹，敬献鲜花，寄托缅怀之情。在杨石先塑像前，南开大学师生们回顾了杨石
先的科研报国志与爱国赤子魂，以此激励自己求真励志、一心为国，不断前行。
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和津南校区的周恩来总理塑像前，师生们献花、鞠躬、默
哀，纷纷前来表达深切怀念之情。

日前，驻津央企中冶天工集团组织党员、积极分子来到
天津市烈士陵园开展“祭英烈践初心，学党史促担当”主题党
日活动。全体党员、积极分子向革命烈士默哀致敬，深切缅
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并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袁梦月 摄

■本报记者 杜洋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3 月 31 日上午，市委党史
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任吉东
为津南区的党员干部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鲜活生动、重点
突出的党史宣讲。
上午 9 时，
区机关会议楼二楼礼堂内座无虚席。在两个
多小时的宣讲中，
任吉东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
历程和历史性贡献、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等方面进
行了讲解。
“经过顽强奋斗，
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
“经过顽强奋斗，
党团结带领人民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台上任吉东讲得热情澎湃,台下党员干部听得热血沸腾。
“通过党史宣讲教育，
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有了

初心如磐向未来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走进津南区
更深刻的理解。
”
北闸口镇党委书记张强激动地说：
“北闸口
镇全体党员干部将从党史学习中汲取强大的真理力量、
思想
力量、实践力量和行动力量。通过一件又一件的实事，为人
民群众谋利造福，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宣讲结束后，任吉东又与现场的党员干部进行了互动
交流。
“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
口到。请问在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过程中，我们怎么才能更好做到这‘三到’。”津南区金

牌宣讲团成员王胜利老人首先抛出了问题。
“读书的时候循序渐进，
不要贪多求全。对一本书要精
读熟读，读书的时候有目标性，带着问题，带着主观意识去
读书，寻找答案的过程就是入脑入心的过程。”任吉东耐心
解答。
在热烈的氛围中,互动交流不知不觉进入了尾声。大
家纷纷表示，通过这样面对面、接地气的互动交流,对党史
理解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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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 79注 1040元
组选三 230注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 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 2021035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26 14 20 18 28 12+ 11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549868285元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数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每注奖金

7
7844638
153
162683
1043
3000
59213
200
1198261
10
12152869
5
382205894

全国投注总额：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