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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和平区红色遗址掠影（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旧址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旧址位于承德道

12号。
1948年11月，平津战役开始。为迎接天津解

放和胜利完成接管工作，在党中央部署下，组建了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市军管会”）。中央
任命黄克诚为军管会主任，黄敬、谭政为副主任。
中央暨华北局集中大批干部在河北胜芳进行集训
学习，准备参加接管天津工作。

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向天津城区发
起总攻。1月15日下午，市军管会主要领导带领
七千余名接管干部冒着硝烟弥漫的战火，紧随攻
城部队陆续进入天津市区。在当时的天津公议
大楼（承德道10号）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
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天津市政府。军管会下设
办公厅、行政部、接管部、文教部、市政接管处及
塘大军管分会、天津市纠察总队。同时，以军字
第一号布告向全市公布：从即日起军管会开始对
天津市并东至塘沽、大沽、南至静海，西至杨柳
青，北至杨村，施行军事管制。在军事管制期
间，由市军管会统一管理辖区内军事、政治、经
济、文化等管制事宜。

市军管会遵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
动，先接后管”的方针，在地下党的配合下，紧张而
有序地接管了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警察局、报社、
电台、水厂、电厂、银行等重要部门。对于直接关
系国计民生的部门，坚持接管与恢复并行不悖的
原则，以最快速度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

市军管会在天津公议大楼办公成立后不久，
根据工作需要迁移到张园（现鞍山道59号）办公。

1991年，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
刻，讨论最后一项议题，选举党的中央
机构。根据民主原则，我们将选举产
生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成员。”这是一位
党员同志通过角色扮演重温中共一大
闭幕的对话，随着几位年轻党员扮演
者的精彩演绎，我们仿佛置身于“红船
精神”扬帆起航的年代。

作为市级机关工委授予的党员教
育示范基地，天津青年宫红色主题展
馆经过不断摸索推陈出新满足青年党
员以“打卡”参与的模式，通过菜单式
5+X的沉浸式互动体验，深入学习了
解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沿着楼
梯拾阶而上来到展厅入口，仿中共一
大会址兴业路76号砖木结构石库门
风格建筑让参观者眼前一亮，大家通
过聆听党的发展历程和重大历史事件
重温了党的百年历史。在展馆的正中

央，设立了入党誓词墙，全体党员举起右
手重温入党誓词，时刻铭记作为一名共
产党人的理想与信念，责任与担当；通过
在影视放映厅观看党史学习教育片，使
党员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作为团市委直属的校外教育单位，
天津青年宫创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
走“新”的方式打造走“心”的体验，把有
意义的事做得更有意思，打造党史学习
教育“新”阵地、“心”体验。
“2018年，天津青年宫在团市委的

指导下利用原有影院场地资源打造共
青团校外党史、团史、队史教育阵地，开
设‘我的电影党课、我的电影团课、我的
电影队课’特色电影主题活动。”青年宫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希望借助
直观的电影语言让党员、团员、少先队
员深刻领悟党和国家的奋斗史、共青团
和少先队的青春史，引导广大党员、团
员、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走，爱祖国、
爱人民。”

2019年“五四”期间，阵地以“致青

春”为主题开展“爱国、奉献、创新”三场
榜样宣讲会。各行业岗位上的优秀青
年以宣讲的形式，为参与者带来一堂别
具特色的“微党课、团课、队课”，他们或
以运动员身份讲述自己运动生涯一路
走来的心路历程和心得体会以及作为
一名奥运健儿为国争光的光荣感和使
命感；或以创业者身份分享学成归国后
回到母校投身教育事业和国家的创新
科研工作的经历和体会；亦或以志愿者
身份讲述自己多年来积极打造一支综
合素质好、服务水平高的志愿者工作队
伍，开展丰富的志愿服务活动的心路历
程和经验体会等。
今年3月 14日，“学党史践初心·

献礼建党百年”青年文明号集中服务月
暨2021-2022年度市级青年文明号创
建启动仪式在金街大铜钱附近举行，来
自全市各委办局的青年文明号集体悉
数亮相。天津青年宫充分结合实际工
作特点，将常年免费开放的党史学习教
育展馆搬到了户外，带来一场特殊的红

色主题教育展览，在极富年代特色的服
装造型衬托下，讲解员志愿者们通过角
色扮演和讲故事的形式重温党的百年
风雨历程，带来一堂生动的户外“微党
课”，吸引了市民的驻足聆听和机关团
体的咨询预约。

作为青年校外活动的阵地，天津青
年宫在日常活动中时刻牢记服务青年、
引领青年的职能，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
各类活动中，时刻将政治引领放在首任，
鼓励不同行业、不同专业领域青年“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在发挥专业特长的同
时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有一次在朋友圈看到志愿者战斗

在社区疫情防控岗位上，觉得那张照片
特别有感触，就把她画了下来。”国画小
品《不负青春》作者表示，其实不只是驰
援武汉的一线医护人员，这个城市有很
多不同岗位的人都在用他们的方式去默
默地出一份力，而我作为一名美术工作
者，要做的就是坚持初心，用画笔记录下
这珍贵的一幕幕！”

现在，通过听一次恢弘的党史讲解、
重温一遍入党誓词、进行一场情景重温
的角色扮演、讲一个鲜活的党史历史故
事、看一部党史红色视频或影片、听一次
青春榜样宣讲、唱一首红歌、来一场党史
知识互动问答、过一次政治生日、体验一
本红色书籍的5+X菜单式学习模式，使
30余家单位千余名党员在天津青年宫
红色主题展馆体验了别样的党史学习教

育，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和广泛认可。
今后，天津青年宫将继续发挥团属

校外教育阵地服务青年、引领青年的职
能，以实际行动团结带领广大青年自觉
听党话、坚定跟党走，从党的非凡历程中
感悟真理的力量。通过继续创新方式方
法，用好党史资源，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
入人心，为传承红色基因，彰显青年担当
贡献青春力量！

铭记不朽历史 激扬奋斗力量
——市青年发展促进中心（天津青年宫）党史学习教育有新招

和平区委党校
“我们向党史致敬”
本报讯（记者任宝顺）“学习党史，

了解我们党的过去，才能看清前进的
方向；学好党史，才能把握今天，创造
更加美好的明天。”日前，一场别开生
面的“我们向党史致敬——党史教育
与党史学习专题轮训班（第一期）主题
班会”在和平区委党校举行。
主题班会上，来自万全小学的学

生们表演了化妆剧《诗魂》，大家将舞
台“变”成昔日的人间地狱渣滓洞，并
“化身”为书写不朽诗篇的黑牢诗人蔡
梦慰、碧血丹心铸丰碑的江竹筠等红
岩英烈，再现了70多年前的那段历
史。88岁的老党员杜志荣用真挚的
感情、朴实的语言讲述了革命战争年

代的峥嵘岁月，回顾了自己的入党初心
和奋斗历程，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党
史教育课。60、70、80、90年代的学员
代表以时间为主线，讲述了自己身边的
党史故事和年代故事，展现出时代烙
印。活动的最后，主题班会以一首配乐
诗朗诵《青春中国》，抒发了学员们对党
的热爱之情。

据了解，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共
同举办的“党史教育与党史学习专题轮
训班”共分为5期，每期培训班时长为3
天，从4月中旬到5月上旬，全区处级领
导干部将全部参加轮训。

五大道街澳门路社区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大力弘扬爱

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深化未成

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日前，五大道街澳门路社区与逸
阳梅江湾国际学校开展“立大志、明大
德、成大才、担大任”爱国主义教育主题
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与学生们

共同倾听唐海宴老人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的故事。“那时候干粮只有压缩饼干
和炒面，干粮吃完了就到处去挖野菜”
“没有棉衣，大伙儿穿着单衣趴在雪地
里作战”……一句句简单平实的语言，
让学生们的心灵受到了震撼，纷纷向
这位“最可爱的人”献上诗歌朗诵以及
歌曲。
随后，在唐海宴小提琴演奏的伴奏

下，在场所有人一起齐唱雄壮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战歌》，向70多年前抗美援朝
的将士们表达敬意。学生们一致表示，
要珍惜当下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努力
学习，长大后成为祖国栋梁之才，成为合
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新兴街犀地社区
聆听党史故事 传承红色精神
日前，新兴街犀地社区组织开展“聆

听党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党史故事
分享会暨世界读书日活动。
社区五老志愿者夏鹏汉以讲故事的

形式，带学生们重温了中国共产党波澜
壮阔的历史。他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从五
四运动到党的成立，从南昌起义、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到两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终党
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建立新中国的峥嵘历程。一段段感人至
深、惊心动魄的党史故事，让学生们仿佛
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深刻地认

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真正经
历了一场红色思想洗礼。
活动旨在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血

脉，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继承革命
传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增强报效祖
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小白楼街开封道社区
理论学习小组举办开班仪式
日前，小白楼街开封道社区理论学

习小组举行开班仪式，这是自新冠肺炎
疫情停课以来的首次集中学习。
活动中，社区有关负责人作开班学

习动员讲话，并介绍2021年社区开展
主题党史类学习计划。随后由小组成
员蒋如铎以“开滦大楼”为背景讲述自
己的党史故事。小组成员们也结合自
身实际踊跃发言，纷纷表示只有认真学
好党史，才能更好强化以史为鉴、走向
未来的历史思维，立足新征程、新使命，
扎根社区，在社区各项工作中积极发挥
余热，贡献力量。
参会下沉干部表示，疫情防控期间，

理论学习小组虽然无法实现集中学习，
但成员们都自主通过各种方式保证理论
学习，时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这种学习精神是
作为共产主义老党员刻在骨子里的，值
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劝业场街文化站
赓续红色百年 馥郁书香劝业
本报讯（记者张昕然）日前，劝业场

街文化站携手新疆路社区举办以“赓续
红色百年 馥郁书香劝业”为主题的党史
学习教育文艺汇演。

活动以梦之声合唱队红歌联唱《心
心向着共产党》拉开帷幕。一曲《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掀起了活动的高
潮。红色家书《夏明翰烈士的遗书》将大
家带到那段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感心
动耳，荡气回肠。诗歌朗诵《建党百年的
畅想》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披
荆斩棘，前赴后继、风雨兼程，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的决心。《人民万岁！》重现了开
国大典场景，让观众激动不已。诗朗诵
《信仰的力量》表达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退伍老兵
集体朗诵《共同的名称》表达了退伍老兵
退伍不褪色、退役不退志的心声。舞蹈
《共圆中国梦》表达了大家对祖国深深的
祝福。整场演出节目异彩纷呈，不时响
起阵阵掌声。

演出以诗润心，以歌抒怀，以字传
情，唱响了党史学习教育主旋律，营造了
浓厚的党史学习氛围，让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南营门街道团工委
志愿传递温情 献礼建党百年
本报讯（记者张艳芬）“少先队员的

敬礼代表什么？”“两个一百年是哪两个
一百年？”“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在南营门街道团工委、海光寺社区
党委、新星小学共同开展的“童心向党
献礼建党百年”党史宣讲活动中，五大道
义务讲解员张振东以提问和引用经典故
事的方式向学生们进行了宣讲。

同时，张振东还为少先队员们讲
述了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革命先
烈的故事。他以民园广场为中心，对
顾维钧、马占山、曾长宁等名人故居进
行了讲解。通过一个个感人的真实故
事，让青少年了解天津历史风貌建筑、
党史发展和英雄人物事迹，激发爱国
主义情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
观、人生观。

南市街福厚西里社区
军功章里学党史

日前，南市街福厚西里社区开展“军
功章里学党史”活动。

福厚西里社区党员邓恒是一位军功
章收藏爱好者。近十多年来，他收集了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
战争和新中国建设时期的近七十枚军功
章、奖章。展出中，邓恒讲述了不同时期
军功章里的党史故事，吸引了众多居民
群众前来观看。大家纷纷表示，深刻感
受到了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
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的奋斗史，感受
到了新中国的来之不易，正是因为有无
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英勇献
身，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今后，福厚西里社区将进一步挖掘
优质资源，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感悟百年光辉 坚定初心使命
——和平区各部门街道社区扎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