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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党的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画坛深耕

天津·和平红色印记小贴士（五）

北方书店遗址
位于和平区长春道与兴安路

交口（原建筑已不存在）

北方书店坐落在和平区劝业场附近
（旧法租界24 号路17号），是党组织的情
报机关、秘密联络点和天津地下党重要的
活动地点之一，为天津地下党组织做了大
量的工作。同时，这里也是进步人士接受
新思想熏陶的好去处。北方书店1930年
1月1日开业，同年8月15日遭到了敌人
破坏。

书店是党的地下联络站

北方书店是在顺直省委直属特别支部
领导下开办的。当时支部的一些成员是以
参加地方军政机关工作为掩护，把敌人情
报向党组织提供。党组织为了便于联络，
决定开一个小型书店，同时也做一些进步
书刊的流通工作。1929年9月，顺直省委
负责宣传工作的胡锡奎向直属的特别支部
布置任务，要求用支部几个成员自身的经
济能力，再动员一些进步群众的力量，在天
津成立书店，书店就设在交通比较便利的
法租界24号路。

书店于1929年 9月开始筹备，经过
三个月的努力，1930年 1月 1日正式开
业，取名为北方书店。书店是一所一楼
一底的房间，为了掩护地下党的活动，书
店表面上也经营南纸、文具。为提高书
店的社会声望，张友渔请当时任天津市
政府秘书长的书法家冯司直题写了匾
额，书店的门面装修非常豪华，为了掩护
地下党的活动，楼下卖书及经营文具、纸
张等，楼上用于党内同志秘密联络及党

的外围通信联络。
由顺直省委军委负责人张兆丰介绍，党

组织派地下党员曹景周任书店经理，负责全
面工作，刘佣僧任会计，后来还代理经理，任
桐轩为店员，学徒工是张少康。参加筹办的
张友渔、李愚庵、宋少初等人以公开职业及股
东的身份为书店理事、监事。

书店地处闹市却利于隐蔽

书店设在交通便利的繁华区，使同志们
来书店秘密约会既安全又方便，大家来到书
店，边看书边等人。为防意外，一般不在书店
开会，等人来齐后，转到其他处所再开会。只
在书店未开业时，顺直省委军委负责人张兆
丰、薄一波等同志在此开过一次重要会议。
1930年2月，贺昌受党中央委派来到天津接
替张金刃担任顺直省委书记，当时他假扮商
人，就是以北方书店作为联络点，几经周折找
到了联系人。

书店出版传播革命刊物

北方书店响应“左联”的号召，发起组织
了“夜莺文艺社”。该社成立大会由共产党员
韩麟符主持，有作家、文艺爱好者、进步读者
等数十人参加，并出版了两期刊物《夜莺》，是
党在天津出版的第二本革命文艺刊物。

北方书店借用“福禄林”茶社为进步画家
肖松人举办过画展。肖松人的作品多是描写
社会底层人物的某个侧面，以表现民间疾苦
为主题，画展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北方书店与北平几所大学进步学生所组织的
“鏖尔读书会”“人言社”建立了联系，代销他们
所出版的刊物《鏖尔》《人言》。《鏖尔》负责人郭
浩民曾来天津，通过北方书店，请肖松人为《鏖
尔》画了一幅革命性很强的封面。北方书店发
售的进步书刊，主要是从上海发来，包括马列
主义革命理论、革命文学作品、思想评论、介绍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和苏联情况等书籍。

来书店买书看书的顾客很多，书刊陈列
是采取开放式的，不买书的读者，也可以看
书。因读者需要而暂时缺货的书，可先登记，
下次再补办。北方书店使很多的读者受到了
进步思想的熏陶。

书店遭反动当局查封关停

1930年2月以后，“左”倾盲动主义日益
严重，使党的组织连遭破坏，很多共产党员被
捕，李愚庵、宋少初先后被捕。直属支部的一
些同志被迫相继离开天津。1930年7月，曹
景周调离天津，由会计刘佣僧代理经理。由
于来往书店的人员很多，且比较复杂，其中还
包括一些失意的旧军人，他们经常在书店聚
会，企图东山再起，由此，引起了反动当局、法
国工部局等侦缉机关的注意，误认为他们是
共产党，在跟踪数日后，于1930年8月15日
在北方书店逮捕了二十余人，包括刘佣僧、任
桐轩。书店被查封。

虽然北方书店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作为
党的情报机关，在白色恐怖下以此为掩护开
展党的秘密活动，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 刘颖/文

北方书店，一家非纯粹书店
党的情报机关兼进步思想熏陶地

任庆明，1955年生于天津，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陈少梅研究会理事，妙得
轩画院院长，天津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
院特聘教授，中艺财富签约画家。

任庆明青年时期专攻人物画，其人物
画工写兼擅，色墨俱佳。工者多画裙钗仕
女，人物体态娴雅、色彩清淡明丽而无脂
粉气；构图新颖精致，花木园林、亭台轩榭
皆入画中；写者多画文人高士，笔墨浓淡
互济，人物简古清雅，甚得象外之趣。中
年后，他渐涉山水画，山水画构图高远宏
阔，笔墨滃郁苍茫，熏熏乎有浩然之气。

人常说，画如其人，画作最能彰显绘
者本真的性情与品质。任庆明青春之季
于乡野所吸纳燕赵豪情，成年后于日夜
磨砺中涵养风神，尽入画中。出版有《任
庆明中国画选》《国画家——任庆明专
集》《任庆明作品集》等书画集，兼有《绿
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水浒传》等
二十多部连环画作品，也曾有作品入藏
天津美术馆、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等等。

刘彩霞/文
感谢和平区文联对本栏目的支持

神笔墨韵 简古清雅
画家任庆明人物画赏析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情歌低咏 良宵 放生

编者按：
和平区是块肥沃的热土，许多有志青年在这里播撒理想的

种子，在这里成就梦想。40年前，17岁的郝青俊忍受不了贫瘠
的家乡，与本村几个小伙伴投奔在天津当兵的同乡，发誓不干
出点儿样来绝不回家。就这样，他在天津扎了根，一干就是40
年。他非常感谢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感谢和平人民的热情包
容，让他这个在山西黄河岸边出生的农村小子，成了天津人，娶
妻生子，成为新时代的城市美容师。他热爱和平，了解和平，奉
献和平，希望加入党组织，成为新时代的追梦人。机关工委在
“和平夜话”实践活动中，熟识了这位朴实的劳动者，话出了感
情、话出了感动。近日，机关工委牵头成立了采访组，采访了老
郝，现刊发他的故事，做为党史学习教育典型材料。

倾心环卫事业，换来城区的靓丽整洁，用心血和汗水谱写
爱岗敬业的赞歌，这个人就是和平区环卫保洁二队网格员——
郝清俊。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书写着新时
代城市“美容师”不平凡的业绩。

奉献环卫保洁——这是他的誓言

1981年，年仅17岁的郝清俊从山西农村来到和平区，在甘肃
路社区当起了清洁工。他十分珍惜这份工作，有使不完的劲儿。

当时，清洁工的标配是一辆人力三轮车、一把扫帚、一把铁
锨。每天，郝清俊在街道上忙着清运垃圾。从1999年至今，郝
清俊先后在全区多个保洁队工作过，从保洁队员干到网格员。
他起早贪黑任劳任怨地带领队员做好环卫扫道工作。他记不
清送走了多少批放弃工作的同行，而他坚持下来，一干就是40
年。一封封感谢信，一面面锦旗，都是群众对郝清俊工作的肯
定。他还两次荣获区级“环卫岗位明星”称号，被全环卫系统公
认为业务精英。

这些年，郝清俊发挥热心助人好品质，先后多次拾金不昧；
曾多次帮助社区老人和身体有障碍人员清运物品；得知同事意
外出车祸，他第一时间送医并垫付医药费；他还经常主动帮他
人维修物品，等等。

每年雨季，雨水导致多条道路不畅。郝清俊为了尽早把垃
圾运出来，总是加班加点，凌晨4点就上岗。有时，垃圾箱周围
的垃圾较多，无法实施吊箱。郝清俊就挥动铁锹，一锹一锹地
铲，汗流浃背那是常事。

保持城区洁净——这是他的承诺

常年奔波忙碌，郝清俊没叫过一声累。面对环卫作业中遇
到的烦恼事，他始终保持着耐心、热情，保持城区洁净——这是
他的承诺。这个承诺说起来容易，做到却要付出千辛万苦。

在同事们眼中，郝清俊是一个大忙人，每天早上班、晚下
班，一年到头奔波于责任区的大小街巷，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
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在他的脑海里有一幅完整
的地图——哪条街巷有多少重点清扫点位，哪里共享单车容易
堆放，他都一清二楚。为了把工作搞好，他处处以身作则，重活
累活抢着干，有时甚至带病坚持工作。

近年来，郝清俊带领分管的环卫工人，战高温、斗严寒，攻下
一个又一个卫生死角，保证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和平区是全国
文明城区、国家卫生区，郝清俊在创建工作中始终坚持在一线打
头阵、做贡献。熟悉郝清俊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把工作当事业来
干的人。他把环卫工作当成了事业，倾情奉献，真情付出。

谱写精彩环卫——这是他的担当

200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郝清俊积极响应号召始
终奋战在抗疫一线。每当遇到有困难的作业，他都一马当先主
动去干。他组织队员对分管区域道路果皮箱进行消杀作业，主
动帮助包联社区兴南里社区防疫值守人员，他用踏实的工作证
明着环卫工人的价值和意义。

今年，郝清俊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写道：“多年来，我
感受到和平真好、天津真好、社会主义真好。我原是一个农民，
由一个不懂事的青年，成为今天能为和平发展作贡献的一名环
卫工人，并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儿女也落户在了这个城市，
这让我对党、对社会主义充满了感恩……”在入党思想汇报中，
郝清俊真情地写道：“虽然我的年龄比较大，可我还是积极靠拢
党组织，学习共产党员的精神实质，把岗位上的每一件事做实、
做细、做到位、做到极致，这是我的责任担当。”

如今，郝清俊把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立足岗位作贡献的实
际行动，默默坚守在一线工作岗位，用辛勤的劳动换取市容环
境的干净整洁，向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

刘颖 张翅 周晓琳

追梦人老郝
——和平区环卫保洁二队网

格员郝清俊的故事

百姓故事

编者按：
近年来，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注重加强

党务干部队伍建设，通过开展一支部一特色、
三课、联学等活动，利用季度党建座谈会、经验
做法观摩会、重点问题分析会，把解决党建焦
点难点热点堵点问题，做为提高党务干部能力
水平的重要抓手，撰写了《如何做合格的机关
党务干部》《如何做合格的机关基层党支部书
记》等多篇经验做法，被《天津日报》《机关党建》
等刊发，促进了各级学习交流，深受基层党组
织欢迎和好评。现将工委李从军同志，为发挥
党小组长作用，提高党史学习教育质量，撰写
的《如何发挥机关基层组织党小组长作用》一
文刊发，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学习借鉴。
努力把党务干部培养成为政治上的明白人、党
建工作的内行人、干部职工的贴心人。

党小组是党建工作的落脚点，党小组长
是党支部开展工作的好帮手，是党的基层工
作的骨干。官衔不大，地位重要，使命光荣。
近年来，区级机关工委高度重视党小组队伍
建设，多次深入基层组织调研指导，在“关键
少数”较多的部门进行试点，注重抓好经常。
通过增强党小组长履职能力，建立了一支愿
管、敢管、会管的党小组长队伍。这些组织能
力强、模范作用好、群众基础牢的党小组长，
已成为基层党支部的“得力干将”。实践证

明，加强党小组建设，发挥党小组长作用，对于建
立上下贯穿，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提高党员学
习教育质量，加强队伍管理水平，尤其是抓好党
史学习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小组是指党员数量较多的党支部，把
支部内的全体党员分编成的若干小组。党小
组是党支部的组成部分，是在党支部领导下
对党员进行管理的一种组织形式，不是党的
一级组织。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
理，保证支部党员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和党
支部工作任务完成。主要负责对党员教育管
理，完成支部布置的任务，定期召开组织生活
会，协助支部做好日常性的党务，督促党员经
常联系服务群众。一个支部所划分的党小组
不宜过多，每个党小组不得少于3名党员。
以利于开展活动进行编组，支部成员必须编
入党小组，不要将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单独
划分编入党小组，应按照他们的工作部门编
入党小组，以更好地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帮
助，以增强党性观念，密切联系群众，防止“特
殊党员”。建立党小组由支委会研究决定。

党小组长是联系支部和党员群众的桥
梁，是党的基层组织对党员实施学习、教育、
管理和监督的具体组织者。当前，一些单位
党小组长的作用发挥不好，致使党建水平不
高，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对

党小组地位政治认识不高。二是嫌麻烦害怕
耽误业务不愿意干。三是有顾虑怕得罪人不
敢干。四是党务技能不高能力较弱不会干。
五是党组织书记支持不力很难干。要解决好
上述问题，发挥好党小组长的作用，提高党的
组织建设质量，应着重抓好四方面工作。

一要抓考察选好“苗”。解决不愿干的问
题。党小组虽然不是党的一级组织，但它是党
支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负
有重要责任。党支部的决议、大量的思想工
作，都需要党小组长落实。各级党组要高度重
视党小组长的综合素质，树立选“苗子”就是选
班子的思想。选人前要对预选对象进行全面
考察，从标准上提高党小组长准入“门槛”，切实
把那些党性观念强、模范作用好、群众威信高、
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党员选为党小组长。从目
前调研情况看，党小组长基本都是党性强、业
务精的骨干。不仅能较好发挥作用，还有效推
动了经常性学习教育常态化。

二要抓培训育好“苗”。解决不会干的问
题。党小组长发挥作用如何，直接关系到党
支部建设。必须采取多种形式，对“苗子”进
行培训。应搞好调查摸底，掌握党小组长的
基本情况，使培训具有针对性。针对党小组
长能力素质弱、对党务工作不了解等问题，各
党委（党组）精准发力。有的单位制定了《党

小组工作流程图解》，坚持补齐所缺、教其所
需，定期对党小组长学习培训，从如何确定会
议主题、如何带头讨论、如何做好会后工作等
多个环节，提供一步一动、一招一式的方法套
路。扎实打基础，逐渐让党小组长成为党务
工作的明白人。

三要抓党性强好“苗”。解决不敢干的问
题。要经常组织关于“党小组作用在哪里”“党
小组长靠什么立起威信”等话题的讨论。通过
讨论学习，让党小组长认清职责标准，增强党
性修养，下决心当好“铁匠”的观念得到不断强
化和树立。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自觉
接受党小组教育管理。支部书记、副书记，要
支持党小组长工作。按照组织生活制度的要
求，及时合理地安排党小组活动，并以普通党
员的身份，带头参加小组的各项活动，主动向
党小组汇报思想、工作情况，带头接受党小组
监督，为党小组长鼓劲加油，作劲撑腰。

四要抓指导帮好“苗”。党支部应主动不
间断地对党小组长进行帮助指导。对普遍性
问题，尤其是书记，应经常进行随机强调，形
式应更活跃、内容更具体、结合实际更紧密，
有更强的操作性。对个别性问题，要区分对
象，对症下药，实施面对面、心贴心、手把手的
帮教。要经常给党小组长交任务、压担子，让
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对参加党小组活动
不积极的党员，书记要及时地提出批评，帮助
他们提高认识。在民主评议党员、考察发展
对象、评选优秀党员等工作中，要尊重党小组
长意见，树立党小组长威信。 李从军

如何发挥机关基层组织党小组长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