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日记一段丰功
——《北京古城和平纪略》记载刘后同劝说傅作义的往事

村里的孩子们，
都喜欢来这听故事
——武清区建红色村史馆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陈忠权

在武清区河北屯镇李大人庄村有一个红色村史馆，在革命
历史展品橱窗里摆放着一张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杨守山同志
在解放战争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村史馆志愿者孙宝义眼含
热泪地介绍，全村共有6位烈士，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宝
贵生命。

这个红色村史馆是整个村史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里面陈
列着参加解放战争牺牲烈士的实物、照片、材料等。在李大人庄村
图书中，详细讲述了村民的革命斗争故事，并把在解放战争中参军
的全村40名战斗英雄的名字张榜上墙，留下永恒纪念。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薄秋峰说：“为了传承良好的村风，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们兴建了红色村史馆，定期组织党员和
群众前来参观学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发
掘红色文化内涵，办好红色旅游。村里的孩子们，都喜欢来这儿听
故事，有许多孩子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成为小小讲解员，为游客们
讲解，很受欢迎。”
“1947年，当时咱们李大人庄村不足800口人，就有40个小

伙子参加解放战争，他们当时大多都十八九岁，有的还没结婚，为
了解放全中国参军战斗了……”正在深情讲述的老人叫潘怀义，他
的二叔潘钊和小叔潘忠都是参加解放战争的英雄，其中，小叔潘忠
牺牲在战场上。“作为英雄的后人，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村爱党、爱国
的良好村风传承下去，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永远听党话、感党恩，
跟党走！”潘怀义老人说道。

李大人庄村党务工作者张姜男表示，通过参观红色村史馆，特
别受教育，作为一名村党务工作者，一定要传承红色基因，扎根基
层，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为搞好乡村振兴，帮助村民们增收致
富奉献自己的青春。

红色津沽

数风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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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江竹筠出生于
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
庭。为生活所迫，幼年的江
竹筠跟着母亲到重庆投奔亲
戚，后来在当地的一家织袜
厂做了近三年的童工。进入
小学，江竹筠勤奋刻苦、成绩
出众，只用三年半就完成了
小学的全部课程。

随后，江竹筠先后进入
重庆南岸中学、中国公学附
中、中华职业学校和四川大
学学习。1939年，还是一名
中学生的江竹筠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1940年秋，她进入
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并担任
该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从
事青年学生工作。

1943年，党组织安排她
为当时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当助手，做通信联络工
作。同时，他俩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
机关和地下党组织整风学习的指导中心。1945年，江竹筠与彭咏
梧正式结婚，后留在重庆协助彭咏梧工作，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
外联络工作，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江姐”。

1947年，江竹筠受中共重庆市委的指派，负责组织大中学校
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在丈夫彭咏梧的直接领
导下，江竹筠还担任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
和组织发行工作。这一年，川东党组织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向农
村武装斗争，彭咏梧奉上级指示赴川东领导武装斗争，任中共川
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江竹筠以
中共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
最前线。

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江竹筠强忍悲
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竹筠不幸在万县被
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
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残酷地将竹
签钉进她的十指，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
口，破获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竹筠始终坚贞
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
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
志是钢铁！”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江竹筠被国民党军统
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监狱，年仅29岁。

新中国成立后，江竹筠的事迹被后来脱险的狱友写进了小说，
又被陆续搬上舞台、银幕和荧屏。

2007年，位于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的江姐故居正式对外开
放。如今，这里已被列为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批
党员干部、群众来此追思缅怀。

2009年9月，江竹筠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
的英雄模范人物”。

新华社记者王迪
据新华社成都5月23日电

江竹筠：坚贞不屈巾帼英雄

■本报记者耿堃通讯员曹静

“我的政治生命完了。”
“旧的政治生命完了，可以开始新的政治生命，应该认

清形势，下决心继续走和谈之路。”
1948年12月22日，因自己视为王牌的35军被歼于新

保安，傅作义非常焦虑，才有了以上与刘后同的对话。
刘后同，名文垕，字后同，陕西解县人，有“和平老人”之美

誉。早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他断然拒绝日寇
请他出任热河省主席之邀，闭户埋名，以卖字为生。抗战胜利
后，任傅作义的上将级顾问，但仍居家著书并未到职。

1948年下半年，傅作义邀请他从天津去北平商谈局势
对策。此次他为何同意前往？原来，他是受中国共产党之
托，劝傅作义走和平之路。

中国共产党请刘后同出面做傅作义的工作，除了刘后同
对时局见解深刻，与傅作义关系匪浅，又有一颗炽热的爱国、爱
古都文化之心，还因为其女刘杭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

1948年10月刘杭生转移到解放区，在华北城工部刘
仁、肖明领导下工作。刘仁得知刘后同与傅作义的关系后，
便派刘杭生回天津做其父亲刘后同的工作，即让刘后同力

劝傅作义走和平之路，和平解放北平。老人欣然应允。
刘后同到北平后，北平地下党员杜任之、崔月犁先后与

他取得联系。10月底，傅作义拟偷袭石家庄。杜任之得知
消息后，请刘后同劝傅作义撤兵。刘后同立即致函傅作义，
指出“派军深入，兵家所忌，并速下令撤回，以保平安”。刘
后同的忠告促使傅作义三思，加之军事形势的变化，傅下令
撤回偷袭部队。此后，刘后同一直与共产党保持联系，一面
努力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一面了解共产党方面的立场。

新保安战役后的那次交谈中，刘后同对傅作义说：“蒋
介石日暮途穷，自顾不暇，大局已不可为。现在平津陷于重
围，南下出不去，西退也不可能，时至今日，万不可三心二
意，胡思乱想，还是顺应人心，抓紧和谈为好。现在咱们与
中共和谈的资本虽远不如过去，但和议一成，北平免遭战火
破坏，城内居民生命财产得到保全，还是深得人心的。时不
我待，不可一误再误……”

这样的深谈，傅作义与刘后同有过很多次。在刘后同等
人的劝说下，傅作义决定再派代表出城谈判。最终，经多方
努力，北平和平解放。刘后同为此殚精竭虑，竟致右目失明。

自1948年10月30日至1949年1月22日，刘后同共
在傅作义身边待了85天，他每天都将发生的主要事件记录
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把这段历史真实地传给后人，刘
后同将日记整理成册，命名为《北京古城和平纪略》，一直珍
藏在身边。1961年刘后同去世，日记由其子刘开敏保管，
直到捐给平津战役纪念馆。现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藏于平
津战役纪念馆。 《北京古城和平纪略》封面。 平津战役纪念馆提供

■本报记者徐杨

儿童医院感染科是院里最繁忙的科室之一，收治的大
多是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并伴有感染的患儿。无论是与手足
口“奋战”，还是抗击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感染科党支
部带领医护人员不惧风险、勇于担当、奋战一线。

2009年儿童医院感染科建立之初，正赶上国内手足口
病暴发流行。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邹映雪说：“那时我
们经常是24小时不回家，党员们担当先锋表率，守在危重
症患儿床旁。

去年，当儿童医院吹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号角时，感
染科作为医院疫情防控第一梯队、主力军，承担起两个院区
的发热门诊工作。医院马场院区要在7天之内建立一个标准
化发热门诊部。时间紧、任务重，有着26年党龄的感染科党
支部组织委员、内科护士长张永萍主动挑起重担。张永萍说：
“就拿发热门诊里三区两通道来说，布局、陈设、物资都要划分
清楚，紧紧盯着进度，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讨论整改，晚上9点开
视频会成了惯例。”

海河医院有新冠肺炎患儿需要救治，翟嘉、刘杰、于玫3
名党员积极报名出征。他们说：“疫情就是命令，第一时间奔
赴现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牢记使命，发扬救死扶
伤精神，坚决完成抗击新冠肺炎的任务，战胜疫魔。”

典型就是旗帜，榜样就是力量，身边人的感人事迹点燃
了党支部每一位党员的创建热情，大家对标先进找差距，形
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工作格局。邹映雪说：“在我们感
染科党支部这个团队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在日
常工作当中体现出来的。在最艰苦的岗位肯定是党员，最
先派出的肯定是党员，你能解决工作当中遇到的所有困难、
实际问题，这才是合格党员。”

繁忙科室中的先锋队
——记中共天津市儿童医院感染科支部委员会

■本报记者李国惠

“3、2、1，抢答开始。”“很遗憾，你答错了，倒扣30分。”5
月21日，“永远跟党走，建功新时代”市级机关庆祝建党百
年党史学习教育知识竞赛正激烈地进行比拼，单刀赴会、好
戏连台、风云际会、巅峰对决四个环节轮番上演。来自市人
大机关、市委组织部、天津海事局等单位的选手们冷静思
考、沉着应对、密切配合，在紧张激烈的角逐中赛出水平、赛
出风格，赢得全场掌声不断。活动现场还开展了观众答题、
幸运抽奖、唱红色歌曲、评审团打分，掀起阵阵抢答互动的
高潮，增强了活动参与度和趣味性。

经过现场终极PK，各代表队均展示出了良好的精神
风貌和扎实的知识储备。比赛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的歌声中结束，进一步推动了市级机关党史学习教
育掀起比学赶超的学习热潮，激发党员干部回顾峥嵘岁
月、铭记红色历史的热情，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坚定信念、
奋发有为，受到了机关党员干部的欢迎。
“比赛只是一个检验形式，关键要将比赛的过程当

做一次深入学党史悟思想的过程。”市档案馆工会主席胡
卫东介绍，通过知识竞赛，在全馆范围掀起学党史的热
潮。市财政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建工作处处长张
玉成表示，市财政局做足“活”字，采取参赛选手集训，定
期发布《党史知识问答》，组织党员干部日常学习等形式，
营造了参赛选手学习引领，党员干部自主学习的浓厚氛
围。“火”是市残联机关党委三级主任科员王媛媛的感受：
“通过党史知识竞赛，大家比学习、比干劲、比奉献的氛围
更浓了，我们每天晨读半小时，残疾人干部职工通过读盲
文、听录音等方式参加学习，大家对党史有了更深层次的
认识。”

天津海关四级主任科员孙铭远全程参与了海关党史知
识竞赛的筹备和举办工作，他说，选手边学边做，以学促做
的学习热情深深感染了周边同事，大家立足本岗、学史力
行，推动海关工作的干劲儿也更足了。市委市级机关工委
宣传处处长程浩表示，将以此次党史知识竞赛为契机，持续
强化推进市级机关党组织开展党史学习，从我党的宏伟征
程中汲取信仰的力量，不忘初心跟党走，立足岗位创佳绩。

本报讯（记者 姜凝）日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河
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贵州师范大
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永远跟党走”
学生党支部共建活动，以丰富党史学习教育载体，创新党
建工作形式，为五所师范类院校人文学科高质量、内涵式
发展提供支撑。
据介绍，五高校文学院（人文学院）依托学生党支部共建

平台，在党史学习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社会志愿服务等方面开
展深度合作，并通过重走一条红色路线、亲历一个历史场景、讲
述一段革命故事、学习一群共产党员、传承一种红色精神、分享
一段体会感悟、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深度融入实践。五校师生还通过开展线上线下丰富多彩的主
题实践活动，在不同地点接受红色文化教育，打造党性教育生
动课堂，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本报记者杜洋洋

这几天，宝坻区新安镇马厂村千亩小站稻稻田内刚刚
完成插秧，绿油油的秧苗在初夏骄阳的照耀下，长势喜人。
“今年种植了‘金稻919’优质品种，亩产量估计在700

公斤左右，比往年要提高10%。这都要感谢区供销联社的
帮助。”望着绿浪翻滚的稻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
磊满心欢喜地说，“区供销联社对我们村的电商销售、后期
的品牌注册都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一直以来，马厂村的农民都是以种植大田作物为主。
近年来，结合村水资源丰沛的优势，区供销联社主动对接，
改良旱地变稻田，土地产出效益明显增加。双方还共同出
资成立了天津骏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了稻米品牌，组
建了村级供销社，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动农民增收。

宝坻区供销联社不断完善为农服务载体，开展测土施
肥、统防统治等产前、产中、产后关键环节技术服务，构建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让农民种田的心气儿更足。
“我们在减药、减肥、增产方面，给种植户做培训，并通

过马厂村1000亩的水稻示范基地来带动周边种植，提高农
民的生产效益。”区供销联社工作人员介绍说。

目前，区供销联社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已经达到了5
万亩，带动了周边镇村众多农户加入到规模化、产业化种植
当中，收入年年翻番往上涨。

为更好地服务“三农”，区供销联社不断拓展服务领域，
全力构建“连接城乡、双向流通”的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在打
造城乡社区综合服务平台的同时，加快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建设，密切与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产的合作关系，
实现线上线下同步运营，让稻米、三辣、肉蛋奶等宝坻区特
色农副产品打入京津冀大型商超。

市级机关工委举办庆祝建党百年党史学习教育知识竞赛

推动学党史活起来热起来火起来

五所高校文学院（人文学院）共建学生党支部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旗帜·榜样

同心奔小康

田间地头办实事
——宝坻区供销联社不断完善为农服务载体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133期3D开奖公告

1 6 0
天津投注总额：50854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92注
262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056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08 29 21 32 23 22 01

全国投注总额：410076324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注
215注
1472注
78355注

1468157注
8350697注

7488306元
144669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444149990元

江竹筠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日前，南开区兴南街五马路社区与五马路小学联合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
怀——听老战士讲党史”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邀请91岁高龄的社区居民、新中国
第一代高射炮兵李肇典为五马路小学学生讲述了从军后保家卫国的光辉岁月。

活动结束后，少先队员代表为李肇典带上红领巾，并献上鲜花，向老战士表示崇高的
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本报记者胡凌云通讯员王英浩摄

向老战士
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