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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榜样

逆行的“火语者”
——记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火灾
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鲁志宝

汲取党史智慧 凝聚奋进力量
全市工信系统举行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会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记者陈忠权

日前，在武清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门前，一场“家
书中的党史故事”诵读会掀开帷幕，红色的背景板上写
着：永远跟党走，聆听家书中的党史故事。来自武清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宣讲团成员、文艺宣讲员代表，社区党
员代表等100多人参加。

整个红色家书诵读会共精选了6篇革命先辈的红色
家书，艺术再现了先辈们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仰，展现了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难忘历程。

诵读着一封封家书，诵读者声情并茂；聆听着一封封
红色家书故事，台下的观众们更是热泪盈眶，大家在红色

家书中重温党的奋斗历程，感受红色信仰力量。
社区工作者姬玉杰激动地说：“聆听了红色家书故事，

非常受教育，感受到了革命历程的艰苦卓绝，感受到了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从红色家书中汲取了奋进力量，接下
来，我要全心全意为社区群众服务好。”

武清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闫金英介绍，为不断创新党史
学习教育方式，用更鲜活生动形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组织了
“家书中的党史故事”武清区新时代文明实践“诵读宣讲”活
动，听红色家书故事，赓续红色基因，永远跟党走。

一架木质纺车，静静地陈列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内。
1943年11月，延川县农民黑玉祥参加劳模大会，陕甘宁边区

政府奖励了她一架纺车，还有一份林伯渠同志亲笔书写的奖状。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

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国
民党还在通往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关卡，严禁棉花、布匹入境。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敌后军民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当时的困难有多大？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描述——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

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
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党中央号召全体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边区开展轰轰
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那时起，纺车走进千家万户，“新三年，旧
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大生产如火如荼，当模范你追我赶。1941年春，王震率领
的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为了满足军民对纺车的
需求，他们造出上千架纺车送给各机关单位。纺车技术也不断
革新，从每人每天只能纺一至三两纱到四至十二两纱，大大提高
了生产效率。

开荒造地，种菜种粮，养殖制造……火热的大生产运动中，
各行各业不断涌现出劳动模范和突击能手。周恩来和任弼时也
参加了纺线比赛，双双获得“纺线能手”的称号。

1984年5月，延安革命纪念馆派专人到延川县徐家河村访
问劳动英雄黑玉祥时，将边区政府奖励她的这架纺车征回，并定
为一级文物展出。 据新华社西安4月9日电

■本报记者徐雪霏

2020年1月26日，大年初二，这天本应是阖家团圆庆
祝春节的日子，天津首批医疗队却要在今天前往武汉支
援。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国上下人心惶惶，
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刻，有这样一批人不畏艰险，冲锋在前，
给笼罩在疫情恐慌下的人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给那个寒
冷的冬天带去了一丝温暖，他们就是人们口中的“白衣天
使”，他们就是最美“逆行者”。

回望71年前，在那个战火连天的年代，也有这样一支队
伍，为那片已被染成血红色的战场带来一抹令人心安的白。

1950年6月，正当全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奋斗的
时候，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派兵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
面战争，并入侵台湾海峡。为援助朝鲜人民抵抗以美军为
首的“联合国军”的侵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中共中央作出
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毅然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
赴朝作战。

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生活物资极度匮乏、武器装备
非常落后、战场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为了保家卫国，在
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跨过鸭绿江，
开赴朝鲜战场，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
顽强的战斗。

面对强大的敌人，为支援志愿军作战，党和人民政府发
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天津人民在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投身这一伟大运动，为支援志
愿军作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曾任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的方兆麟回
忆道：“我父亲方纪当时任中苏友好协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
和平大会和抗美援朝天津分会秘书长，在中共天津市委的领
导下，根据保卫世界和平和抗美援朝总会的部署，做了大量具
体的动员、组织工作。1951年他赴朝慰问回国后，写下了5篇
散文特写。我自幼耳濡目染，对那段历史也有所了解。”

方兆麟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
的工商业城市，为抗美援朝作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特别是
在抗美援朝运动初期，天津在很多方面都走在了全国前列，
派遣医疗队支援前线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天津作为医疗资源雄厚的大城市，为了以实际行
动支援朝鲜战场急需的战伤救护，从11月初起，黄敬市长、
黄松龄部长多次邀请医务界知名人士召开座谈会，共同研
究组建赴朝志愿医疗队事宜，并鼓励高级医疗技术人员带
头参加医疗队。医疗工作者们积极响应号召，仅三天时间，

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的就达600多人。
11月 23日天津医务界成立了“抗美援朝救护委员

会”，朱宪彝任主任委员，蔡公琪、万福恩为副主任委员，著
名医学专家方先之、赵以成、虞颂庭、吴廷春等为委员，同时
担任抗美援朝医疗救护队技术顾问。24日，天津志愿医疗
队第一大队成立，共81人，由内科、外科、胸外科、五官科等
科专家、医生和技术人员组成，外科专家万福恩任大队长。

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沈玲英，在天津市立第三医院当护
士助理员，积极报名后被批准成为天津市抗美援朝志愿医
疗队第一大队成员，她对当年参加志愿医疗队的情景至今
记忆犹新：“出发前，医疗队发给每个队员一件美式皮猴、一
套棉衣裤、一双高筒军用大皮靴，个人自带被褥。当时我在
医院宿舍使用的被褥很旧也很单薄，带不出去，需另做加厚
的被褥，我当时没有买棉花买布的钱，家里也拿不出钱来，
于是，我到本院化验室卖了300毫升的血，解放初期天津市
还没有成立血站，各医院用血都是自采。我用这笔钱做了
两床棉被、一条棉褥子。”

25日黄敬市长邀请全市各医疗单位的主任医师们举
行欢送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座谈会，会议从下午2时一直
开到晚上，气氛非常热烈。“《天津日报》用一个整版刊登了
天津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全体人员的情况和照片，我的
名字和照片也在其中，这份报纸我一直珍藏至今。”沈玲英

激动地说道。
11月26日天津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第一大队携带着全

市人民的嘱托和30多家药厂捐献的8000余万元的药品开赴
前线，黄敬市长和全市各界代表1000余人到车站欢送，列车
在雄壮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曲声中向沈阳
驶去。天津志愿医疗队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为全国带
了个好头。

之后天津又陆续组织了第二、第三，直至第十五医疗大队
赴朝鲜前线，天津著名医学专家方先之、张纪正、虞颂庭等都曾
带队赴朝。1952年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后，天津还
派出大量医务人员和专家分批参加了国际医疗防疫队。

他们在物质条件、医疗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克服了一
个又一个困难，开颅、开胸、从颅内取弹片、接骨、接神经、整
形、植皮等各种手术都做了，抢救了不计其数的危重伤员。在
缺乏血源的情况下，医疗队队员都为伤员献出过自己的鲜血，
有的还献血多次。周恩来同志来天津时在局级干部会上表彰
了天津抗美援朝医疗队，说天津医疗队有“三好”，即：医疗技
术好、医患关系好和内外团结好，称得上是全国模范医疗队。

时过境迁，如今我们虽身处和平年代，但自然对人类的考
验却从未停止，每当国家遭受磨难时，总有这样一批人置个人
安危于不顾，用实际行动践行使命，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
习，他们的事迹值得我们永远歌颂。

■ 本报记者张清

穿废墟，上高山，下矿井；斗毒雾，战腐液，辨残骸……32
年，鲁志宝只干了一件事：探寻火灾真相。

鲁志宝是谁？有人说，他是火场的“福尔摩斯”；有人说，他
是逆行的“火语者”；还有人说，他是辛辣老练的“痕迹捕手”，鲁
志宝却说，自己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火灾调查员。

今年54岁的鲁志宝是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火灾物证
鉴定中心主任。32年，从一名懵懵懂懂的大学毕业生成长为享誉
全国的火灾事故调查专家，他用担当诠释责任，用实干书写热爱。

走进鲁志宝的办公室，最显眼的是四面墙壁上悬挂的图片，
不是风景画，是他处置过的重大火灾事故现场的俯拍全景图，
“每张图片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悲怆故事”。

“生命无价，查清火灾真相，维护公平正义是火灾调查人员
永远的追求和使命。”一年365天日夜坚守，一天24小时随时待
命，全情投入的鲁志宝将职业干成了事业。

可在一片废墟之上，“两眼一抹黑”的火灾事故现场，想要揪
出起火元凶谈何容易。“最难的是建立起痕迹体系，痕迹与痕迹
之间相互佐证才有可能找到起火点、引火源、起火物……”这是
一个“烧脑”的过程，痛苦、纠结、煎熬。
“有时10天，有时1个多月，多次大胆假设，又多次推翻重

来”，于鲁志宝而言，这些年，为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在火灾现场
没日没夜地连轴转已是家常便饭。然而，一次次火灾真相的探
寻，绝不仅仅是对体力和精神的消耗，更要面临不可预知的危
险：“火灾后的现场危险重重，高空坠物、坍塌随时可能发生，尤
其火场中高分子材料燃烧产生的毒性气体更是健康的最大杀
手。”作为全国火灾事故调查专家的鲁志宝，处置的都是重特大
火灾事故，其危险处境可想而知。“再危险也要上，这是‘火调人’
的责任，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鲁志宝话语铿锵。

在物证鉴定中心，鲁志宝是同事们公认的“会行走的火调百
科全书”，这本“书”，不仅储存着他多年的火灾调查经验，还有他
对这项事业深沉的爱。这些年，为了打造消防火灾调查专业的
“梦之队”，鲁志宝积极投身火灾调查人才培养工作，目前，已为
全国10余个消防救援队伍培训火灾调查干部上千人，“火调新
星”在一线崭露头角。

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眷恋，因梦想而奋斗。鲁志宝说，
不会停下前行的脚步，他带头研发的“火察”视频分析系统很快
将应用于实践，服务一线，助推我国火灾调查技术再上新台阶。

红色百宝

一架纺车凝结非凡岁月

首批医疗队名单在天津日报上刊载（资料图片）首批医疗队从天津站出发（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吴巧君

日前，全市工信系统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会在天
津大礼堂举行。讲台上，市委宣讲团成员、天津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教授话语铿锵，掷地有声；讲台
下，市工信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机关全体党员干
部、直属单位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共200余人认真聆听，聚
精会神。
“学习党史，是我们每一个位党员的必修课，必须

修好。通过这次宣讲会，进一步增强工信系统党员干
部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高应
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推进学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
题相结合。党史的智慧将指引我们在工作中深化对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
律的认识，坚持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提高工作能力和
工作水平，更好推进落实市委、市政府坚持制造业立

市、建设制造强市的决策部署，为天津高质量发展、全国
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凝聚智慧、贡献力量。”市工信局
研究室主任杨冬梅对记者说。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市工信局除了邀请
专家组织这样的专题宣讲外，还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为
龙头，分期分专题举办读书班、开展红色基地参观、红色观
影、向榜样学习、知识竞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等，

尤其注重对青年党员干部引领，教育系统内青年党员赓续
红色血脉，延续红色基因，传承红色精神，确保党史学习教
育取得实效。
“我们今年全年都要把党史学习融会贯通到实际工作

中，将在实现产业协同新进展、结构升级新突破、创新发展
新提升、市场主体新跃升、绿色集约新发展等方面主动作
为、积极进取，为加快构建‘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实
现开局之年高起步、开门红作出新成绩，以实际行动向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市工信局总经济师周胜昔说。

诵读红色家书 赓续红色基因
——武清区举行“家书中的党史故事”诵读宣讲会侧记

日前，河西团委、河西区少工委开展“百年岁
月鉴党情 风雨征程团队心”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通过对红军突破封锁，爬雪山、过草地等真实场景
的模拟，生动还原了长征路上的艰辛与困苦，带领
现场的团队干部用脚步丈量历史足迹，用心灵感
受长征精神。 本报记者韩雯王倩摄影报道

丈量历史足迹
感受长征精神

红色津沽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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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9075434元

（上接第1版）同时，建立站区设备管理台账，明确位置、归属单
位、联系人、责任人等信息，一旦出现问题,确保第一时间找到责
任单位。

小井盖彰显细节管理，让群众感受到治理的精度和温度。“天
津站这大广场多气派，又光溜又干净，连井盖都是亮的，不愧是大都
市大车站。”来自呼和浩特的旅客陈翔说。据介绍，天津站站区办定
期对井盖及周边地砖石材设施进行排查，对生锈、污浊井盖进行重新
打磨、喷漆处理，及时协调人员修复破损，提升井盖设施使用寿命。
明确处理标准，按照井盖问题等级进行分类，对破损严重、缺失等存
在严重安全隐患的问题井盖,立即上报，并第一时间在现场设置
警示标示，及时进行现场处置；破损不严重、存在沉降等现象的问
题井盖列入重点巡查计划,加强巡检频率；对出现移位、异响、弹跳
等现象的问题井盖,及时进行加固或更换。同时，针对一些长时
间存在的井盖疑难问题,制定跟踪督办管理流程,工作人员每日
按规定进行实时跟踪监督,及时掌握进展,及时进行记录和汇报。

守好行人“脚下每一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