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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火焰蓝心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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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奔小康

一面锦旗诉说人民军队建军史
——董必武手书“艰难缔造”,献给南昌起义奠定八路军初基的领导者周恩来同志

■本报记者张立平通讯员王笑琦

这一面锦旗，宽30厘米，长90厘米，“艰难缔造”四个
大字映入眼帘。近80年过去了，锦旗原本的颜色渐渐褪
去，如今，它静静地躺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默默诉
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那艰难缔造的历程、一段波澜壮阔
的岁月。

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继蒋
介石之后公开叛变革命，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大批共
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大江南北顿时血流成
河。面对血的教训，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常
委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会议。会议决定：以武装斗争来反
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国民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
昌举行武装起义，并任命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
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并与朱德、贺龙、
叶挺等人对起义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和详细的计划。

8月1日凌晨2时，一声枪响划破寂静的夜空。周恩
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
下的国民革命军两万余人，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中国
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经数小时激战，到凌晨6时，南昌城内的敌人全部被肃
清。起义成功了！此时旭日初升，经过战争洗礼的南昌城
在曙光的映照下生机勃勃，战旗在城楼上迎风飘扬，胜利的
捷报传遍大街小巷。

南昌起义成功后，周恩来领导中共前敌委员会对起义
部队进行了整编。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一支自己的革命
军队，在这支起义部队里，走出了后来人民解放军的六位
元帅：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毅和林彪。正如聂
荣臻所说,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向国民党反
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
新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从这时起，中国
人民自己的军队诞生了。

1942年8月1日，在南昌起义15周年之际，身处重庆的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们回想起了那个激动人心的夜晚，想
到了我军建立的艰辛历程和周恩来为人民军队建立所作出的
巨大贡献，于是决定制作一面锦旗。他们找来了一块红色绸
缎，由董必武手书，从右至左写下“艰难缔造”四个大字，并在
其后竖书“献给南昌起义奠定八路军初基的领导者周恩来同
志”字样。最后，大家纷纷签上自己的名字，有董必武、邓颖
超、徐克立、张颖、刘昂等28人,落款为“一九四二年八一纪念
日献”。南昌起义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周恩来将锦旗收
下，并交由邓颖超妥善保管。

新中国成立后，西花厅成了周恩来、邓颖超办公、居住
的地方，这面锦旗被邓颖超珍藏在卧室床前的小保险柜
中。1992年邓颖超去世后，工作人员在整理邓大姐遗物时，
在小保险柜中发现了这面锦旗，它被两位伟人珍藏了50年
之久。

今天，我们的人民军队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哪里
有危难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深受老百姓爱戴。他们承载
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不负中国共产党人的“艰
难缔造”。

红色津沽

本报讯（记者 张清）发起百日攻坚，迎接建党百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确保社会面火灾形势稳定，即日起至8月底，市
消防救援总队将在全市范围开展“庆祝建党百年华诞百日
安全攻坚战”专项行动。

集中排查全面净化消防安全环境
据悉，此次专项行动将分4个阶段进行，重点针对医

院、大型仓储物流企业、高层公寓、公租房4类场所开展集
中排查。

加强医院检查指导，全面摸排医院消防安全状况，推动
落实行业管理责任。重点针对住院楼、隔离区、ICU、避难
间、制氧站、药品库房、实验室等部位开展检查，着力整治临
时设置隔离区、增设床位等占用、堵塞疏散通道，违规储存、
使用危险品等问题。

开展大型仓储物流专项检查，充分借鉴大型商业综合
体示范式检查经验做法，依托总队防火工作专家库，对总存
储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仓储物流企业开展全面排查检
查，建立试点企业全面推广标准化管理，督促管理单位落实
“七个一”活动。

集中开展高层公寓排查，联合住建、公安等部门，对全市
高层公寓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建筑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
有效，防火分隔不到位，擅自改为群租房、餐饮、教育、医疗等
经营性场所使用，违规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违规停放充电
电动自行车等隐患问题。

深化公租房消防安全排查，对接属地民政部门，摸清底
数，联合公安派出所，对公租房开展消防安全治理，重点整治
消防设施器材配置不足，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堵塞占用，电
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隐患问题。

延续治理全面扫除突出隐患
持续推进大型商业综合体专项治理，针对示范式检查发现的

问题，列出清单、明确时限，倒排工期，6月20日前，实现隐患全面
清零。全方位打造标杆示范单位，引领行业规范化管理模式。

持续开展危化品企业消防安全治理，持续深化“消地协
同”监管机制，成立联合检查组，对重大危险源开展实地交叉
互查。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大起底大排查“回头
看”，针对10项突出问题，逐一督促企业落实整改措施，建立
“一企一档一策”清单。

着力推动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
推动各级网格工作任务落实，依托“津心办”“津治通”等基层综

合治理信息化平台，全面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精细化、标准化水
平；联合属地公安部门，建立消防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压实公安派出
所消防监督工作职责；持续发挥公益联盟“造血功能”，开展“津门公
益消防员”消防基础技能实操大培训活动，全面提高重点行业领域从
业人员消防安全素质；推动落实瓶装液化石油气管理职责。此外，
紧盯重要节点，高标准完成重大活动期间消防安保任务，突出抓
好“七一”期间社会面消防安全工作，提升社会面火灾防控等级，为
建党百年华诞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1942年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15周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人员签名献给周恩来的“艰难缔造”锦旗。 图片由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提供

旗帜·榜样

■本报记者万红

常年奋战在工程项目一线，天津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养护
服务中心第四养护分中心（以下简称养护中心）副主任韩先瑞多
次主持参与天津市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科技课题等项目研究，
屡次破解施工技术难题……在同事看来，他是冲锋在前尽职担
当的拼命三郎、技术尖兵、团队骨干，但在他自己看来，他只是交
通运输基础设施养护服务战线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养护听起来好像就是日常巡查，看看道

路哪里有问题了，赶紧‘修补修补’。实际上，除了外环线、天津大
道、普通国省干线大桥特大桥、交通设施等养护，参与交通设施量
调查、交通设施技术状况评定等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一些临时
突发的应急抢险任务也常常给我们。”韩先瑞告诉记者，其实，看
图纸、泡工地，夏战三伏冬战三九，常年坚守施工一线，时刻保持
“战斗状态”，这才是众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养护人的常态。

“一线工作虽然辛苦，但最锻炼人！”韩先瑞说，“我很幸运，
一毕业就直接来到了施工一线。”白天用脚丈量施工现场，夜晚
挑灯研究工艺的日子让韩先瑞练就了一身过硬的专业技术本
领，逐步从施工人员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项目经理。他担任项目
副经理的外环北延跨永定新河大桥工程，在全国首次应用了“以
支架合拢法模拟悬臂浇筑施工受力状态”的施工方法并取得专
利。在他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最终这一项目荣获了中国建设
工程“鲁班奖”。

去年2月正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吃劲儿的时期，韩先瑞临
危受命，作为项目负责人带领业务骨干仅用33个小时抢建了海
河医院传染病区急救运输通道。而后，他又带领同事用时96小
时，在海河医院北侧再次抢建出一条清洁运输通道。

在韩先瑞看来，一次又一次带领团队出色地完成项目建设
任务，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他说：“一线施工中会
涌现出很多的技术创新、难点突破，只有把这些创新与突破总结
并应用在更多的工程建设中，才能体现出创新的价值。”

韩先瑞在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全情投入科技创新，参与了多
项课题研究。通过他主持的课题而总结编制的《天津市高模量
沥青路面材料设计及施工技术指南》，成为了我市高等级公路耐
久性路面的首选技术，可有效解决我市高等级公路建设养护面
临的实际问题，工程应用价值巨大。

将无私奉献融入本职工作，将科技创新融入生命之中。工
作十余年，韩先瑞的足迹踏遍了全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每一个
点位。韩先瑞说：“我希望能用自己的百分努力，去践行一名交
通运输基础设施养护人的责任与担当，去诠释一名党员的信仰
与坚守，让家乡人民出行顺畅舒心。”

践行养护人的责任与担当
—— 记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养护服务中心

第四养护分中心副主任韩先瑞

■本报记者王音

五月初夏，北辰区双街镇庞嘴村的芍药花开得艳丽。
数万株芍药花汇聚成200余亩的花海。微风拂过，花朵

随风舞动，似点点胭脂，占尽妩媚风光。游人从四面八方而
来，游玩赏花，在花丛中拍下迷人靓影，留下乡间美丽的景色。

即便不是节假日，来庞嘴村赏花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特别是很多老年游客“组团”而来，不仅过足了拍照瘾，还享
受到了难得的田园风光。
“站在这花海里，我们感觉年轻了。乡间空气好，拍出

来的照片都特别好看！把照片分享到网上，让亲朋好友都
看看这农村新面貌。”游客田阿姨和几位邻居从网上看到庞
嘴村的花海，从市区慕名前来“打卡”。

说起这片花海，庞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石建军
颇有感慨：“一开始，芍药花是作为药材种植项目引进的。
经过试种，我们发现花的根须长势喜人，发芽率也很高。于

是，开始了大规模种植，没想到第一年就收获了一大片花海，
为乡村旅游带来了人气！”

作为北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村，庞嘴村这两年发
生了不小的变化。不仅村容村貌整洁了，村风民风也更加文
明和谐。更重要的是，村里集中发展特色产业有了起色。

2019年，村集体和安徽铜陵芍药花种植基地合作，采取
订单种植模式引种牡丹和芍药。为村集体增收，让老百姓过
上既宜居又富裕的好日子。

在种植的时候，庞嘴村充分考虑到了花田的美感和观赏
性。种植的芍药品种按照“四行一变”的布局，把花分成层次，
还具观赏价值。让百亩花海既可以发展药用，还可以搞旅游、
采摘，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今年，庞嘴村还在花田里种下了几十亩石榴树，与芍药花
间作。“芍药花本身就适合在林间种植，而种下的石榴树未来
可以发展采摘旅游，通过合理的规划布局，可以为村集体带来
多样化的可观收入。”石建军说。

乡村芍药花海引来市民“打卡”
——北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村变化大

消防部门开展专项行动

百日安全攻坚紧盯4类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