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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荡漾桃花灼灼
瑞景街举办第八届桃花艺术节

回望奋斗路，矢志新征程
——北辰区解放初期奋斗历程回顾（四）

三、认真贯彻落实党在过渡时期的
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

中共天津市津北郊区工委领导了对农
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运动。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走

合作化道路实现的。早在 1949年春，
全区就产生了最初的互助合作形式
——插伙组。广大农民为解决劳力、耕
畜、农具及资金不足的矛盾，相互间帮
工换工、插伙插犋。
1950年春，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

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1951年9
月，贯彻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第一个
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
作决议<草案>》，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
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扩大、由小到大、由
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的领导方法，使互
助合作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1952年
初，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完成试办小淀机
耕实验区后，又在小淀、刘安庄、温家房
子三村试办了12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至9月，全区建初级社14个，互助组
1878个，组织起来的劳动力7000个。
1953年3月，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

后，互助合作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12
月，党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作出
了关于互助合作的第二个决议，即《中
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津
北郊区工委组织初级社主任、互助组长
及办社积极分子参加了市农委举办的
互助合作训练班。通过对总路线和办
社方针政策的学习，对办社经验的讨
论，明确了方向，提高了办社能力。培

训结束后，一个以普及初级社为中心的
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区迅速开展，到1954
年6月，初级社增加了一倍。至1955年
3月初级社再次翻番，总数达到226个。
在初级社蓬勃发展过程中，津北郊

区工委及时纠正了急躁冒进、强迫命
令、简单从事、不按政策办事、侵犯中农
利益等各种错误倾向，及时解决了宜兴
埠“大车户闹退社”事件。并于1955年
1月制定下发了《整社工作计划》，深入
实际进行宣传补课，建立健全农业社领
导机构，解决“四评”中遗留问题。重点
整顿了36个三类社，收缩了2个严重
缺乏办社骨干的社，合并了4个社员退
社较多的社，使全区农业合作社得到巩
固与发展。
1955年7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

化问题》的报告发表后，津北郊区工委在
组织干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
组建了“合作化优越性宣传团”，深入各
村广泛宣传，全区掀起“人人争说合作化
好、户户争先报名入社”的高潮。到
1955年底，全区共建初级社328个，基本
实现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化。
l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

社论，宣传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要
“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的思想，全区
很快形成小社并大社、初级社转高级社
的高潮。到l956年1月30日，全区建
成高级社44个，基本实现了党对农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个体手工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实现农业合作化
同步进行。全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
体手工业虽历史悠久，但很不发达。据
1955年11月普查，全区私营商业3071
户、3541人，占总人口的2.7％，且多摊
贩、少座商,千元资金以上者只有几
户。全区手工业者371户、676人，资
金 总 计 203723 元 ；上 年 总 产 值
1368493元，多数为独立劳动者及规模
小、雇工少的小业主。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主要通过经销、代销、组织合作商
店，与供销社实行公私合营的方式实现
的。党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被
大工业吸收者外，主要是组织起来，走
集体化道路。
1955年，根据国营商业分管城市、

供销商业分管农村的“国合分工”原则，
全区以供销社为主体组建起对资本主
义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办公室，上半年搞
试点，下半年普遍展开。同期，区人委
成立手工业合作办公室，于1955年11
月作出了全面规划。至1956年1月，
遵照全市统一部署，迅速完成了改造任
务。据统计：全区资本主义商业除转农
者外，全部接受了改造。建合作商店
(小组)79户，为供销社代销者177户，
与供销社公私合营的405户。全区手

工业除6户被大工业吸收、22户被介
绍到有关部门、30％因行业特殊无法
组织合作社外，其余118户手工业者共
建起生产合作社13个。

党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总体上说是
成功的。它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与
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
会主义过渡提供了十分宝贵和丰富的
经验，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但在
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偏差，主要
是在运动中特别是运动后期的工作过
粗、过急、过快、过于简单划一。由于有
不少手工业者与商贩转为农业，致使本
来不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受到了影
响。由于实行的是单一的合作社形式，
形成了单一合作制经济，后来又逐一走
向单一公有模式，就带来了种种弊端。
对小手工业、小商业，特别是服务性行
业，盲目联并，追求“大而全”，建立了一
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和经营管
理体制，特别是丢掉了不少小商品和特
殊商品、名牌产品。对资本家、小业主
和独立劳动者的政策界限没有进行严
格区分，把不应划为资本家的划多了，
混淆了阶级界限，使他们背上包袱，挫
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北辰区委党校
北辰区委党史研究室）

本报讯（通讯员 王海泉）近日，北
辰区实验幼儿园来了一批特殊的“客
人”，他们是参加区教育系统春季食品
安全“互学互看”培训交流活动的各学
校工作人员。

活动现场，北辰区实验幼儿园相
关负责同志介绍了学校食品安全营养
方面的管理举措，与会人员共同参观
了幼儿园食堂硬件设施、食品原材料
采购验收及配餐流程等，并进行美食
品鉴。通过深入交流在食品安全管理中
积累的经验，达到“互看找不足、互学树
榜样”的效果。

据了解，由区教育局、区市场监管
局联合开展的2021年春季食品安全
“互学互看”培训交流活动为期7天，在
民族中专、集贤里幼儿园、南仓中学、恒
逸华庭幼儿园、实验幼儿园、淮盛幼儿
园、引河里幼儿园、北仓幼儿园、秋怡小
学九家单位开展，全区各中小学、幼儿
园、镇街成校及托幼点相关工作人员近
300人参与。通过观摩不同学校食品
安全营养管理经验，推动校园食品安
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
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深入开展，保
障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吕女士与刘先生结婚后，感情一直
很好。但是，两人从恋爱到结婚一直遭
到刘先生父母的反对。婚后，吕女士每
次去公婆家都要遭受他们的白眼。就在
吕女士怀孕5个月的时候，刘先生因车
祸死亡。吕女士与公婆在遗产继承问题
上产生争执，公公、婆婆认为，除吕女士
与刘先生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归吕女士
所有以外，其他的遗产应该均分为三份，
由他们两人和吕女士各继承一份。吕女
士认为，自己腹中的胎儿也有继承权，应
为胎儿保留一份遗产。公公、婆婆不同
意吕女士的意见。吕女士来到当地的法
律援助工作站咨询，自己腹中的胎儿有

没有继承权？
案例分析：
民法典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继

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
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
时为死体的，其他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
存在。第一千一百五十五条规定，遗产
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
儿娩出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

定继承办理。本案中，吕女士腹中胎儿
的继承权利应当予以保障，在分配遗产
时应当为胎儿留出必要的份额。若遗产
分割时公公、婆婆拒绝留给胎儿其应有
份额，吕女士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
院依法分割遗产。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十六条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

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
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
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第一千一百五十五条 遗产分割
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娩
出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
承办理。

（区司法局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魏铭珺）为增强
辖区居民口腔保健意识，提升为民服
务水平。4月14日，果园新村街辰悦
家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
口腔健康知识科普宣传活动，为现场
居民普及牙病防治知识，免费进行口
腔健康检查。

活动中，专业口腔医生为居民们讲
解口腔卫生知识，通过图片及宣传册展
示方式，介绍了龋齿、牙周炎等常见口
腔问题及其防治办法，并分享如何正确
刷牙等口腔健康小常识。活动现场，医

生还为居民进行免费口腔检查，询问日
常牙齿状况、帮助分析口腔问题，提供
相关防护诊疗建议，指导大家保护牙
齿、预防口腔疾病。
“我牙一直不太好，口腔偶尔会有

些小毛病，平时也没去医院检查。今天
口腔医生来到了家门口，刚义诊时候告
诉我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保护牙齿、注
意口腔卫生，非常受益。”社区居民张阿
姨高兴地说。此次健康科普活动，增强
了群众对口腔健康的了解，提高了居民
爱牙护牙意识，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本报讯（通讯员 刘健）“以前晚
上进出，楼道里有的楼层灯不亮，要
么靠手机、手电筒照明，要么摸黑回
家。年轻人好些，对于老人和孩子很
容易踩空摔倒。现在楼道里每层只
要有人经过就会自动亮起来，上下楼
安全了。”说起最近楼道照明灯的检
修更换，家住普兴里社区的居民竖起
大拇指。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普东街
各社区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作为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内
容，深入实际、深入一线，为民办实事、

替民解忧愁。日前，普东街普兴里社
区工作人员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社
区内部分楼门楼道照明灯存在问题，
时好时坏，给居民夜间出行带来不便，
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了解到居民诉求后，普兴里社区
工作人员迅速出动，经过多次排查，确
定需维修的相关点位，联系专业维修
人员进行整修，并对楼道内损坏的照
明灯进行了更换。历时两天时间，楼
道照明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善，“楼门亮
化”照亮居民归家的“最后一米，小工
作让群众感到了大温暖。

本报讯（记者 王巍 通讯员 卢微
帆 吕铁义）日前，瑞景街举办第八届桃
花艺术节，以花为媒，以节会友，展现绿
色和谐社区建设成果，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
自2013年举办第一届桃花艺术节

至今，8年时间该活动已成为瑞景街的
一项文化活动品牌，居民不但可以赏桃
花美景，还可以参加文艺演出、书画展
览、联谊会等多种文化活动。
开幕式当天，瑞益园社区居民张紫

兰和姐妹们早早来到现场，文化盛宴开
到了家门口，大家内心十分雀跃。她们
先是在社区桃花园内互相拍照留念，徜
徉花海、乐享春光。随后开幕式现场，又
一同观看了街域11支社区文化志愿者
队伍带来的热闹歌舞表演。
“每年我都特别期待桃花艺术节。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美丽的桃花美景和精
彩纷呈的节目。我们小区环境一年比一
年好，基本上是一楼一景，每个楼栋前面
都是一个小花园……”说起所居住的瑞
益园社区，张紫兰满满地自豪。作为连
续承办数届桃花节的保障房社区，瑞益
园先后被评为市级美丽社区、文明社区、
绿色社区。
下一步，瑞景街将以建党百年为

契机，常态化巩固全国文明城区、国家
卫生区创建成果，努力推进生活型社
区建设，创建“五星街道”，落实好“十
小工程”，努力提升居民文明素养和全
街文明程度，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真正成为居民学习理论政策的学校、
丰富文化生活的舞台、倡导移风易俗
和开展志愿服务的平台，开创美丽和
谐新瑞景。

普东街为老旧社区修理楼道照明灯

回家“最后一米”亮了
居民的心里暖了

“互学互看”护航校园食品安全

口腔义诊进社区惠民服务暖人心

法治北辰
建设法治北辰实现公平正义

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办公室

未出生的胎儿也有继承权
——用案例细说民法典（二）

在公众的认知里，传统的布料是纺
织而成的。而无纺布这一种布料的名字
却让人疑惑，它真的不需要纺织吗？

无纺布又称不织布，即不用编织或
纺织的布料。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由纱线
一根一根交织、编结而成的，而是将纤维
通过物理的方法直接黏合在一起形成的
布料。从制作工艺上来讲，无纺布直接
利用高聚物切片、短纤维或长丝将纤维
通过气流或机械成网，然后经过水刺、针
刺或热轧进行加固，最后经过整理形成
的无编织的布料。

无纺布的生产过程可分为以下几步：
1.梳整纤维；2.纤维成网；3.纤维网

的固定；4.进行热处理；5.最后进行整理
加工。

按无纺布的成因可将其分类为：
水刺无纺布：将高压微细水流喷射

到一层或多层纤维网上，使纤维彼此缠
结，从而加固纤维网。

热合无纺布：在纤网中加入纤维状
或粉状热熔黏合加固材料，使纤维网经
过加热后熔融再冷却，加固成布。

浆粕气流成网无纺布：又称为无尘
纸、干法造纸无纺布。它是采用气流成
网技术将木浆纤维变成单纤维，用气流
使纤维凝集在成网帘上再加固成布。

湿法无纺布：将置于水介质中的纤
维原料开松成单纤维，并使不同纤维原
料混合，制成纤维悬浮浆输送到成网机
构，在湿态下成网加固成布。

纺黏无纺布：在聚合物被挤出、拉伸
而形成连续长丝后铺设成网，纤维网经

过黏合或机械加固，变成无纺布。
熔喷无纺布：制作步骤为聚合物投

入—熔融挤出—纤维形成—纤维冷却—
成网—加固成布。

针刺无纺布：是干法无纺布的一种，
利用刺针的穿刺作用，将蓬松的纤网加
固成布。

缝编无纺布：是干法无纺布的一种，
利用经编线圈结构对纤网、纱线层、非纺
织材料（如塑料薄片等）或它们的组合体
进行加固制成无纺布。

制作无纺布所需要的纤维原料很广
泛，如棉、麻、羊毛、石棉、玻璃纤维、黏胶
纤维（人造丝）和合成纤维（包括尼龙、聚
酯、丙烯酸酯、聚氯乙烯、维尼龙等）。但

如今制作无纺布不再以棉纤维为主，人
造丝等其他纤维已经取代其地位。

无纺布还是一种新型的环保材料，
具有防潮、透气、富有弹性、重量轻、不助
燃、容易分解、无毒无刺激性、色彩丰富、
价格低廉、可循环再用等特点，所以应用
领域非常广泛。

在工业用材料中，因无纺布有过滤效
率高、绝缘、绝热、耐酸、耐碱、耐撕裂等特
点，多被用于制作过滤介质、隔音、电气绝
缘、包装、屋面和研磨材料等产品。在日
用品行业中，可作服装衬芯材料、窗帘、壁
面装饰材料、尿布、旅行袋等。在医疗卫
生制品中，可用于手术衣、病号衣、口罩、
卫生带等的制作。 （区科协供稿）

不用纺织的无纺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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