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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收据 大情怀
——周恩来、邓颖超留下的收据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把学习成效
落在为民办实事上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走进北辰区

同心奔小康

■ 本报记者 张立平 通讯员 王乃嘉

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展厅里，展示着几张
小小的收据，仔细看，这几张收据有中南海西花厅
收费统计表、党费收据、吃饭收据、订政协报收据，
还有购买西花厅院内水果的付账收条。岁月流逝，
收据上的字迹已经模糊，可是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
人周恩来、邓颖超严于律己的往事，却愈加清晰。

1955年，我国开始实行工资制。当年，周总理
每月的工资是404.8元，邓颖超是342.7元。他们的
工资放在一起，由警卫秘书代为管理。和普通老
百姓一样，他们吃的、穿的、用的，每一样东西都
从工资里支出，房租、水电费也不例外。

在一张1955年11月的西花厅“应缴房租水电
费表”里，周恩来的名字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列在
其中。这张统计表透露出一个细节，周恩来的住
房与其他工作人员的相比不是最大，而他所缴的
电费是最高的，原因是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办公。
邓小平曾经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
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
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日
理万机，但他们处理吃饭付款、订报交费的平常
小事，一直十分谨慎、认真。同时，他们对身边工
作人员更是特别强调、经常叮嘱。

在一张1966年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用餐后付费的收据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修改过的痕
迹。1966年7月28日，周恩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参加学生们的座谈会。会后，他步入学校食堂，

与同学们同桌就餐。周总理的卫士按照惯例，拿着
钱找食堂的工作人员交费、开收据。总理用餐过程
中，食堂师傅又送来一碗葱花汤，总理见汤已经做
好了，便没说什么。不一会儿，总理的卫士又找到
炊事员，要把那碗汤钱交给食堂，并且要修改收
据。炊事员说：“不必交钱了。”卫士不容分说：“不
行！总理回去之后要查问的！”就这样，炊事员收下
了5分钱，将收据上的2角5分，改成了3角。

邓颖超也不例外。一张购买西花厅院内水
果的付账收条上这样写道：“大姐买院内水果：
烟台梨 14斤 1.40元，三花梨 3斤 0.30元，核桃

18斤 5.40元，柿子 14斤 1.12元，玉泉山苹果 3
斤 0.30元，计8.52元。”

在西花厅的前院有一个“水榭”，虽然说是“水
榭”，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住进西花厅时，水池里并没
有水。为了节约用水，周总理不让在里面蓄水，那
里始终是一个干枯的土坑。1958年，邓大姐提议，
让办公室的同志们利用坑内的土地种上豆角、丝瓜
等各种蔬菜，收获了以后，也可以给同志们作生活
补给。有时，大家把摘下的菜送到厨房，请大师傅
做好了送给总理和大姐吃，总理和大姐总是坚持吃
菜一定要给钱。在他们看来，西花厅是属于国家

的，所以在西花厅里种出的“收成”也是属于国家
的，要吃就得花钱买。通过收据上的记录，可以计
算出他们当年是按照市场价购买的那些蔬菜。周
恩来和邓颖超生活俭朴，除正常开支外，其余的钱
都积攒下来，每攒到几千元钱，就交“特殊”党费。
在纪念馆里就珍藏着其中的一张党费收据，日期是
1969年，数额高达3000元。

像这样的收据，周总理和邓大姐留下的有近
万张。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但
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这也是两位
伟人去世多年后，仍有这么多人怀念他们的原因。

■ 本报记者 王音

“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不仅是要让每
一名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信仰信念，更重
要的是从中汲取理论营养、历史经验和政治智
慧，在深学深悟的过程中，把握前进方向，形成
工作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招法，凝聚起奋进
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3月30日下午，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
成员、市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张新华来到北
辰区，围绕党史学习主题，紧密结合党员干部
工作实际，为全体区级领导、各部门负责人进行
了一场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宣讲。
“勿忘历史、以史为鉴。北辰历史文化

深厚，涌现出安幸生、杨连弟等革命先驱和
英雄人物。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发挥好红
色阵地的作用，传承红色基因，从红色资源
中汲取营养，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张新
华说。

宣讲的最后，张新华与党员干部们来到
杨连弟烈士纪念馆，一起缅怀英雄事迹，并结
合各自工作实际展开了亲切的交流。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们将把学习的成效

落在为民办事的实处，着重解决一批群众急难
愁盼的问题，做好‘15分钟生活圈’的布局和重
要商业综合体的落地，提升商圈智慧化水平，创
造出让老百姓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区
商务局党组书记赵金锁说。
“听了今天的宣讲，参观了杨连弟烈士纪

念馆，我深深感到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的责任
和使命。我们要把学习成果用在破解工作难
题中，着力提升为民服务水平。今年，街里将
改造提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补齐老旧小区
的公共设施短板，提升养老智慧化水平，为社
区老年人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集贤里街道
党工委书记刘焱说。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清明小长假，蓟
州区毛家峪村的老乡们乐开了怀：全村共接待
游客1.1万人次，赚了200多万元……

最美人间四月天。毛家峪村桃红柳绿，清
明假期虽已过去，但游客仍然很多。

推开村民王平家的民宿大门，大院里山桃
花开得正红。清明小长假，他家民宿所有房间
全部住满。王平介绍，毛家峪村位于翠屏山后，
曾经的村庄交通闭塞，村小村穷。大学毕业后，
他在市区找到了一份工作，远离了“穷村”。没
想到，近年来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依靠绿水青
山搞农家旅游，村民致富增收，村庄大变样。王
平也心动了，放弃了稳定工作回村办农家院。

他不但在本村开办了农家院，还在附近的村子
也开了一家，如今年收入近百万元。

走进另外一户名为“贵宾楼”的农家院，院
子里的核桃树、苹果树都已吐出新绿，生机勃
勃。户主李耀笑着说，依靠绿水青山，这里的旅
游行情一年一个台阶，生意非常好，他的年收入
已超过30万元。

多年来，依靠党的惠农好政策，毛家峪村乡村

旅游飞速发展，村民们腰包特鼓，先后吸引了10多
名大学生回村创业，为乡村旅游注入新的活力。
“毛家峪村的旅游业火爆，得益于村子里的

绿水青山，主打‘长寿村牌’，所以我们更加要保
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这是我们全体村民的‘绿
饭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锁说。村
里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栽树、种草，保护山坡
植被；拦蓄雨水，建成景观河，让山更青、水更绿。

游客多了，耗水量增大，怎样处理？生活垃
圾又怎样处置？
“我们建立了生活污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全

部被净化，生产的中水用来浇灌树木花草，剩余的
汇入景观河，循环利用。村里的生活垃圾全部分
类处理，日产日清，绝不过夜。”村党支部委员王贺
玉说，“村里每年投入充足资金保护生态环境，如
果环境变坏了，我们的‘绿饭碗’就要碎了。”

毛家峪火了，毛家峪富了，吸引了全国多地的
人们前来参观学习。“我们这里已经成为农业农村
部等国家多部门的‘三农’干部和乡村带头人培训
基地，每年接待量超过6000人次。”李锁笑着说。
“绿饭碗”也是“金饭碗”。几年来，毛家峪村

人均年纯收入都在9万元左右，家家幸福，户户甜
美。这里的绿水青山，金光闪闪，耀眼夺目。

蓟州毛家峪村端上“绿饭碗”

红色津沽

左一：邓颖超购
买西花厅院内水果的
付账收条。

左二：1966 年
周恩来在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用餐后
的付费收据。

照片由周邓纪念
馆提供

■《巡回检察组》第5、
6集熊绍锋在网上公众号
发布了胡雪娥大闹表彰大
会的视频，立刻引起了轩然
大波，网友们纷纷谴责胡雪
娥和沈广军，张友成把边国
立和袁宏伟叫来开会，安排
他们重新梳理“9·30 案”，
张友成还让他们配合橙州
地区的工作人员安抚胡雪
娥，不能再节外生枝……

天津卫视 19:30

■《只要你过得比我
好》第2—4集 周自横明
确告诉杨白，自己跟金秀
娟只能是“哥们儿”关系，
请她不要乱牵红线。杨白
本想如实告诉金秀娟，但
当她看到金秀娟渴望的眼
神时迟疑了，说周自横对
金也有好感，只不过……
金秀娟不等杨白说完，已
经兴奋得手舞足蹈……

天视2套 18:25
■《黄金大劫案》第

20—23集西野上任后，得
到大导文被暗杀的消息，猜
测是“君子兰”组织的残余
力量在报复，他让九哥满城
寻找目击证人。在大烟馆，
九哥找到了目击证人，急于
赚钱的目击证人，凭借犯大
烟瘾时模糊的记忆，画出一
幅半像半不像小三江的通
缉画像，以乱党无名氏的罪
名散布通缉令……

天视3套 19:20
■《两个女人的战争》

第8、9集 赵子博请牛淑
荣陪自己一起参加高考，
牛淑荣却对生活心灰意
冷。赵子博许诺如果牛淑
荣陪自己参加高考，就送
给牛淑荣5斤毛线，为了
这5斤毛线，牛淑荣同意
了赵子博的要求……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今天案

件的原告江先生把原来登
记在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予
了继母，怎料原本的善意举
动却给继母带来了无尽的
麻烦。曲惠为了病重的父
亲，匆匆忙忙与何大伟举办
了婚礼，然而婚后的鸡毛蒜
皮和平淡生活，打破二者对
于婚姻的所有希冀，导火索
可谓是一触即发。

天视6套 18:00

■《模唱大师秀》本
期节目要模唱的是新凤霞
大师所创立的评剧新派艺
术。票友们的演唱字正腔
圆、余音绕梁，相信一定会
为广大电视观众带来一场
文化视听盛宴。

天视2套 20:45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巡回检
察组（5、6）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只要你过
得比我好（2—4）20:45 模
唱大师秀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七九河
开(33、34)19:20 剧场：
黄 金 大 劫 案 (20—23)
22:15剧场:绝地反击(8、9)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两个女
人的战争（8、9）

天视5套（106）

19:50全运会女排预
赛 B组第二轮 天津VS
福建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律师 20:10 百医
百顺21:00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8:35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