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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智慧力量 激发干事热情
——和平区各部门街道社区以多种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区贡献力量。

五大道街国际公寓第一社区

巧手剪纸映初心
本报讯 日前，五大道街国际公寓
第一社区组织辖区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的
志愿者和离退休党员们，开启了
“巧手剪
纸映初心，建党百年汇民心”
党史学习教
育暨
“和平夜话”
实践活动。
活动中，离退休党员代表和居民们
在社区志愿者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了
解了剪纸这一传统文化艺术，完成了一
个又一个充满祝福的剪纸作品。在剪
纸过程中，老师讲述着剪纸作品中蕴含
的红色故事，引导大家在感受传统文化
的同时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将爱党、爱
国的情怀深深刻在心里。一幅幅剪纸
作品，一张张幸福笑脸，组成了最美的
图画。
活动唤起了社区广大党员居民群众
对民间传统剪纸艺术的热爱，大家在迎
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运用
剪纸技法，用心裁出一幅幅作品，
表达对
党和祖国的热爱。

南市街大都会社区
和平区民政局

学党史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张昕然）日前，和平
区民政局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活动，结合“和平夜话”
实践活动，在裕德里社区开展学党史
办实事民法典宣传活动。
活动通过重温民政工作发展历
程，结合新时代民政工作要求，引导干
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坚定理想
信念，大力宣传民法典，问需于民，问
计于民，与群众一起学习，接上地气、
摸透情况，通过真抓实干真正让群众
见到行动、感到变化。
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广
大居民群众对民生政策的知晓率和满
意度。下一步，区民政局还将针对基
层面临的难事、难题、难点，把为民办
实事、解难题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全过

程，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
难题，助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南营门街

团员
“打卡”
红色遗址
本报讯 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教育
引导广大团员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日前，
南营门街道团工委组织街道团员青年前
往张园，参观
“《奠基岁月》──天津市军
管会和中共天津市委在张园”
主题展览，
追忆解放初期津沽大地的红色记忆。
马克沁重机枪、解放军战士的绑腿
带、第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每一件展
品背后都有一段特殊的红色故事。参观
人员通过这些物品感受着先辈的革命情
怀，对天津解放时期的历史有了一个全
面、立体的了解。看着展厅内的珍贵展
品，大家仿佛真切地感受到天津市军管
会和中共天津市委领导天津人民艰苦奋
斗的创业历程。

团员青年认真聆听讲解，学习革命
先辈的感人事迹，深刻领悟共产党人始
终不渝的初心。大家纷纷表示，要铭记
这段“奠基岁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知史爱党、学史
爱国，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
活动的最后，团员青年集体面向团
旗宣誓，重温入团誓词。

小白楼街达文里社区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 日前，小白楼街达文里社
区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听爷爷讲抗
美援朝的故事”主题活动。社区负责人
带领未成年人走进老党员、老战士赵则
义家中，听他讲述抗美援朝的峥嵘岁月。
今年90岁高龄的赵则义曾是一名志
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在朝鲜战场上的2年零3个月，
给他留
下了难忘的战斗经历。赵则义用最朴实的
语言，讲述着自己的从军经历和战场见
闻。讲述过程中他还时时教导孩子们要明
确自己当前的学习任务，
不怕苦不怕难，
一
定要多看看英雄人物传记，
了解历史、
铭记
历史，
不忘先烈、
传承革命精神。
听完赵则义讲述后，孩子们端端正
正地向赵则义敬了一个少先队队礼，表
示要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自立自强、艰
苦奋斗”
的精神，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前，新兴街卫华里社区和兴河里社区党
委联合平津战役纪念馆开展“我到社区
看展馆”
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中，辖区党员群众来到社区党
史
“微展馆”
观看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等
党的发展历史展牌，社区工作人员利用
红色放映厅为大家播放四渡赤水解析影
片，大家看的津津有味。社区居民也被
这浓厚的学习氛围所吸引，自发来到社
区观展，不少老党员、老退役军人触景生
情，现场聊起了年轻时的经历。
此次活动旨在让辖区党员干部在重
温革命历史的同时，接受一次深刻的党
性教育和革命教育。大家纷纷表示，在
今后的工作中要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负责，为
和平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标志

丰富学习形式
本报讯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南市街大都会社区丰富党史
学习形式，推出”每日一读”党史学习活
动，在对百年党史的学习中汲取奋进的
力量，努力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
4 月 8 日，大都会社区以《中国共产
党简史》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
答》等学习读本为重点，召集社区党员
朗读学习党史内容。通过学习使党员

一丝不苟抓好理论学习、一以贯之抓好
党性修炼，在反复“回炉”、不断“淬火”
中精益求精。

劝业场街

追寻红色足迹
本报讯（记者张昕然）日前，劝业场
街道党工委联合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
在海河亲水平台共同举办了一场“追寻
红色足迹，赓续精神血脉”
为主题的党史
学习教育图片展。街道办事处负责人、
机关党员干部、辖区居民共 100 余人到
场参观学习。
活 动 伊 始 ，办 事 处 有 关 负 责 人 致
辞，希望大家通过看图片、听讲解，共
同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党的百年辉煌，
汲取红色能量。通过此次党史学习教
育 活 动 ，使 大 家 实 现 一 次 思 想“ 再 洗
礼”、精神“再补钙”、工作“再加油”，为
街道各项事业更上一层楼注入新的精
神动力。
活动中，来自天津历史纪念馆的宣
讲员带领大家参观党史图片展，并生动
地进行讲解。展览分为曙光初照、长缨
在手、人间正道、换了人间四个部分，通
过历史图片，展示了天津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顽强拼搏的光
辉历程。
在场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参观此次
图片展，对于激励我们继承和发扬革命
传统，紧跟时代步伐、高扬时代精神具有
重要的意义。使我们不断汲取前进道路
上的奋斗力量，将学习教育与当前各项
工作结合起来，以优异的成绩为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献礼。
下一步，劝业场街将按照市委、区委
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落实
落地，真正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
，达到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的效果。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新兴街卫华里、兴河里社区

“微展馆”
传递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张翅 通讯员王昭）日

铭记历史·和平区红色遗址掠影（二）——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位于黑龙江路隆泰里
19 号，
为二层里弄式民居。
1936 年春，为了贯彻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
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彻底转变白区的工作
路线，刘少奇受党中央的委托来津担任中共中央
北方局书记，领导华北地区的抗日运动。
刘少奇抵津后，以南开大学“周教授”身份入
住法租界隆泰里 19 号“惠兴德成衣铺”楼上，设立
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彭真、
林枫等地下工作者常
以成衣铺顾客身份来此研究工作。刘少奇在这里
居住长达一年之久，1937 年春离开天津。
1936 年 4 月初，在刘少奇主持下重新组建了
北方局。重组后的北方局，由刘少奇任书记，彭真
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长。北方局成立后，
刘少奇首先做的工作就是统一思想，坚决肃清党
内存在的“左”倾错误，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传达
到白区。为迅速掀起北方抗日救亡斗争高潮，刘
少奇根据中央精神和北方各省的具体情况，从理
论上、
政策上、
工作方式上对北方地区党组织的工
作给予具体指导。刘少奇用陶尚行、吕文、KV 等
笔名先后在党的刊物《长城杂志》
《火线》上发表文
章。同时积极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到
1936 年底，全市党员由原来的几十人发展到四百
多人，使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
来。为此，党中央对刘少奇主持下的北方局的工
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2 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被天津市政府
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 年 9 月，被辟为
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2006 年，被天津市委、市
政府公布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