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辰百年名人

胡毓枫：无惧生死献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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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助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文明实践沉下去党史宣讲活起来

十一届区委第十五轮巡查反馈会召开

胡毓枫(1900—1940)，字汉培，北辰
区北仓镇李嘴村人。少时在王秦庄黄金
祥家馆附读，1917年考入南开中学。

1919年5月4日，著名的“五四运动”爆
发，学生齐集天安门，要求取消“二十一
条”，北洋政府镇压之后，包括天津学生在
内的热血青年，一直积极声援北京学生，
罢课、集会、游行、上街演讲，抵制日货。
当时在南开中学就读的胡毓枫也参加了
天津学生联合会，追随周恩来、马骏等组
织同学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20年1月23日晚上，学生发现东门
里一家售卖日货的商人，劝阻不利，发生
口角，学生竟遭到日本人的殴打。24日，
学生们上街游行，不少人遭到警察殴打。
29日下午，天津学生联合会举行大规模游
行请愿，胡毓枫负责领喊口号。当游行队
伍进入省政府大院时，被全副武装的卫队
三面夹攻围打，史称“天津‘廿九’惨案”。
周恩来、于兰渚、郭隆真、张茗名等四名学
生代表被拘捕，数百名学生受伤，胡毓枫
正紧随在周恩来身边，被打成重伤。红十
字会将其救出，送往大仁医院医治。

翌日，《益事报》载文“卫兵如临大敌，

学生赤手空拳，一片凄惨之状。头破者、呕
血者、晕绝者、穿透头项者、刺破眼球者、腰
折腿断者六十余人，血肉横飞，惨不忍言。
奄奄一息、存亡未卜者轻伤八百余人，受重
伤者五十余名。”同时还将受重伤的 50余
名学生姓名和所在学校一一列出。唯胡毓
枫、刘瑞麟、张家良、萧庆春等四名学生仍
在昏迷，记者未打听到他们所在学校。

胡毓枫伤愈后，继续参加学联工作。
1921年，他于南开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
被唐山交大录取。此时多数毕业生已升
学或就业，而邓文淑（邓颖超）的同学金颖
超尚无出路，邓文淑则托付胡毓枫帮助金
颖超找个工作。此时，王秦庄乡绅黄金祥
家馆正缺塾师，胡毓枫便建议黄金祥开办
女学馆。黄金祥腾出西厢房三间作为教
室，请金颖超教学。金颖超在此教学三
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动员妇女放足、
剪发、自主婚姻，邻村女孩纷纷效仿，开津
北新风尚之先。

胡毓枫因在唐山学习回津不便，于
1922年转入北京铁道管理学院。1927年，
又考入直隶法政专门学校（1929年改名河
北省立法商学院）。该校是中共天津地下

党的大本营，胡毓枫在校期间，接受马列主
义思想影响，与校友吴砚农结为好友。

1931年，胡毓枫于法商学院毕业，经
南京司法行政部甄别铨叙律师合格，加入
当时天津律师工会成为会员，以律师职业
为掩护，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经常组织
法商学院学生和爱国青年到津北各校和
双口、三河头、王庆坨、渔坝口一带宣传抗
日救亡，号召“每一个爱国青年站起来，为
五千年历史的祖国而战；唤醒已死的国
魂，向自由与正义前进”。

胡毓枫有一子三女，但从不过问家
事，除律师工作外，全部时间为宣传抗日
和地下革命斗争奔波。他经常携小女在
滨江道交通旅馆旁蓝牌电车站附近秘密
接头，在法租界爱华里、南市广益大街上
权仙电影院一带散发传单。

胡毓枫将律师事务所开在三马路、天
津市高等法院附近。他熟悉律法，文理通
畅，书法秀整，辩护严谨，为人正直和善，
多有人请他代笔或代理诉讼。他曾不畏
强暴，担任控诉律师公会会长李洪岳之原
告辩护人。

律师界《比三十年更遥远——民国律

师探秘系列》对胡毓枫进行了评价：“二三
十年代的天津，水旱码头。金发碧眼的洋
人和下野的寓公，回力球房和溜冰场，洋房
洋车和跑马场，是个五味杂陈的声色场。
许多律师在其间游刃有余，腰缠万贯。像
胡毓枫这样追求真理的人，真是少数。”

就是这样一个心向光明、追求真理的
人，在革命的路上被害，英年早逝。1940
年12月，胡毓枫受邀到饭馆吃饭时，被人
暗中投毒，回到事务所门前便倒在街上，
七窍出血而亡。终年四十岁，一代革命先
驱就此陨落。

本报讯（记者 曹翰）根据区委统
一部署，2021年3月3日至4月16日，
十一届区委开展第十五轮巡察，对区
供销社党委开展巡察“回头看”、对区
科协党组、区网格中心党支部、集贤里
街党工委所属10个社区党组织、佳荣
里街党工委所属13个社区党组织、青
（广）源街党工委所属16个社区党组织
开展常规巡察。

近日，区委4个巡察组陆续完成巡
察情况反馈。区委对巡察反馈高度重
视，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陈永
义，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
任郭莹，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周
红蕾，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郭海
分别出席反馈会议并讲话，区委巡察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并对巡察
整改工作提出要求，各被巡察党组织
主要负责同志就做好巡察整改工作作
表态发言。

会议指出，本轮巡察坚守政治巡察
定位，强化政治监督，把“两个维护”作
为根本任务，聚焦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市委区委工作要求在
基层贯彻落实情况、聚焦群众身边腐败
问题和不正之风、聚焦基层党组织软弱
涣散、组织力欠缺问题，紧盯职责使命，
深入查找问题，重点突出、任务明确、成
效显著，发挥了政治监督作用，推动解
决了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难题，以高质量
监督促进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

议强调，巡察监督的效果怎么样，取决
于整改落实情况。被巡察党组织要将
整改工作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试金
石，全力以赴完成好各项整改任务。党
组织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对于巡察反
馈的每一个问题，都要认真查找原因、
分析不足，明确整改措施，带头从自身
改起，坚决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各班子
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把自己摆进
去，把职责摆进去，主动认领责任，落
实好各项整改任务。会议要求，要坚
守巡察整改的政治方向，认真对照党
章党规，多从政治层面、思想层面查找
原因、矫正偏差，增强自我净化、自我
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要
突出巡察整改工作重点和关键环节，
一条一条对账，一个一个销号，对症下
药，有的放矢，做到问题不整改决不放
手，整改不到位决不收兵。要把握好
“当下改”和“长久立”的关系，下大力
量做好建章立制、阻塞漏洞、健全长效
的工作，以制度的刚性约束保证整改工
作取得新的成效。

各被巡察党组织一致表示，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切实履行巡察整改政治责任，发扬钉
钉子精神，确保巡察反馈问题条条整
改到位，以巡察整改落实为契机，推动
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韩雨晴）为充分发挥
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切实做好政党协商
工作，日前，北辰区开展政党协商明政视
察活动。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陈
永义，民盟北辰区工委主委、副区长马希
荣，民进北辰区工委主委、区政协副主席
刘晓琴参加。

陈永义一行先后来到庞嘴艺术民
宿、青光未来之光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墅

外桃源等项目地点，详细了解了全区区
文化资源、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发
展情况，并围绕发展特色产业、拓展产
品市场、保护乡土文化等内容进行交
流。委员们表示，此次活动有利于政协
委员深入了解全区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找准履职切入点、提升建言质量，为
建设繁荣富裕、文明和谐、宜居美丽的
新北辰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殷碧琪）日前，北辰
区召开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常态化治理
工作会议，副区长马希荣出席。

会议要求，各镇街、各部门务必统
一思想，提高站位，充分认识开展校外
培训机构常态化治理行动的重大意
义。要及时发现问题，突出重点，找准
发力点，按照“规范一批、整改一批、取

缔一批”的常态化治理工作要求，处理
好治理与疏导的关系。各单位要主动
作为，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
形成合力，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好治理
工作，共同创造良好的校外培训环境。

会上，区教育局相关负责同志传
达了市教委关于建立校外培训机构治
理工作联席会议相关要求。

本报讯（记者 徐志祥）日前，果园
新村街首届“春晖”文化艺术节开幕，
副区长马希荣出席。

活动现场，原创舞蹈《红色记忆》、
新村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志愿者
团队红歌串烧、歌曲独唱《阳光路上》
等精彩的文娱节目拉开了艺术节的序
幕，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艺术节开幕式上，半亩方塘非遗文

化学院成立。曾氏津派盘扣技艺、津沽
手绘（贡尖）年画技艺、祥禾饽饽传统糕
点制作技艺等十几项非遗项目传承人
和辖区内辰庆社区传统手作风筝、双发
社区津派剪纸、旭日里社区葫芦烙画技
艺等民间文艺家齐聚，为现场观众带来
精彩的文化艺术讲座和互动体验，让社
区居民享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

本报讯（记者 韩雨晴）5月31日是
第34个世界无烟日，北辰区爱卫办联
合集贤里街在集贤公园举办“承诺戒
烟，共享无烟环境”集中宣传活动。区
政协副主席、区卫健委主任李静出席。

活动现场，安达里社区志愿者宣

读倡议书，倡导广大居民从自身做起，
强化禁烟意识，自觉参与践行、遵守有
关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各项规定，不
吸烟、不敬烟、不劝烟、不送烟，敢于向
二手烟说“不”，积极投入到“共建共享
无烟环境”的活动中。

北辰区开展政党协商明政视察活动

北辰区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常态化治理

果园新村街首届“春晖”文化艺术节开幕

北辰区开展世界无烟日集中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 刘超）5月26日，
弗里生（天津）乳制品有限公司年产7.2
万吨牛奶搬迁技改项目取得环评报告
批复，项目比预期提前两个月开工建
设。公司负责人表示，“没想到审批速
度这么快，让我们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服
务便利和改革红利”。

弗里生（天津）乳制品项目位于北
辰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计划
总投资1.6亿元，达产后年产牛奶7.2
万吨，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3.5亿元，
纳税4000万元。在项目计划落地之
初，企业遇到了难题，按照相关要求，

审批部门应把规划环评结论和审查意
见作为入园建设审批项目环评审批的
重要依据。弗里生公司所在的高端装
备制造园规划环评中，将乳制品项目
发展列入了园区准入负面清单，新的
控规调整环评仍在调整编制中，尚未
批复。

区政务服务办秉承“不说不能办、
只说怎么办、帮着尽快办”的原则，全程

提供“保姆式”服务，指定专人全程服
务，跟踪指导高端装备制造园控规调整
环评的调整方向，邀请各相关部门和行
业专家多次召开联席会议为项目“把
脉”，同时提前介入指导企业和环评单
位加快项目环评报告的编写工作，为项
目落地做好一切前期工作。

5月18日，高端装备制造园控规调
整环评批复完成。根据生态环境部、市

生态环境局环评审批相关文件精神，5
月19日，区政务服务办第一时间以“告
知承诺制”方式受理并公示弗里生（天
津）乳制品有限公司年产7.2万吨牛奶
搬迁技改项目环评报告，节约了审件、
评估、论证等流程时间。5月26日公示
期满，即出具环评报告批复，项目提前
两个月开工建设，为企业节省了大量时
间和经济成本。

南湖起航的红船，参加长征的红军
战士，鲜艳飘扬的红旗……一幅百米画
卷在华辰学校操场上席地铺开，学生们
围在画卷两侧，俯下身子，用手中的画
笔描绘党的光辉历程、红色故事，勾勒
对生活的热爱和期许，抒发对党和国家
的感恩之情。
近日，华辰学校举行“百米长卷绘

百年党史”主题绘画活动。学生们以笔
为媒、以画抒情，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百米长卷上，
从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到如今祖国的繁
荣昌盛；从祖国的大好河山到军事领域
的丰硕成果；从悠久的历史文化到先进

的科学技术；各具特色，展现了对党的
感恩之情和对祖国的美好祝愿。“通过
开展形式多样、创新灵活的少儿党史学
习实践活动，进一步增强孩子们对党和
国家的认同感、自豪感，争当学习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小模范，争做
新时代好少年。”华辰学校相关负责同
志表示。
“红军战士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

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穿
越人迹罕至的沼泽地，翻越巍峨的连绵
雪山……”在双街镇紫御园内红色主题
景观前，小朋友们正认真聆听工作人员
声情并茂地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培养青
少年对党和祖国的朴素情感。日前，双
街镇柴楼兴园社区联合上蒲口幼儿园
在紫御园开展“童心向党 献礼百年”主
题活动，30余名幼儿园师生代表及志
愿者参加。

活动分讲党史故事、深情歌唱祖
国、主题绘画创作三个环节。孩子们用
灿烂的笑容、稚嫩的声音、纯真的童心
表达着对党和祖国的热爱。此次活动
聚焦童心向党，引导孩子们知党史、感
党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进一步厚
植爱党爱国情怀，让红色基因、革命薪
火代代传承。

北辰区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深度融合，创新形式开展党
史宣讲，通过一场场深入基层、贴近居民群众的文明实践活动，让宣讲形式更鲜
活，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人心。

通讯员 霍思宇 陈立兴 王海泉

全程“保姆式”服务环评审批跑出“加速度”

（上接第21版）
会议强调，要积极承接北京非首

都功能疏解，注重发挥比较优势，密
切与国家部委和京冀两地的沟通联
系，创新思路、认真筹谋、精准错位，
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户北辰。要强
化载体建设，打造协同高效的产业承
接格局，高标准开发建设产城融合示
范区，推动北辰京津医药谷建设取得

实质性进展，持续抓好陆路港和京滨
城际北辰站建设。要加大改革创新
力度，解放思想、先行先试，向改革创
新要动力，努力形成一套互联互通、
高效顺畅的协同发展体制机制。要
用心抓好其他领域的协同发展，在推
动产业协同的同时，更要注重系统思
维，加快推进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领
域的深度协同。

加强交流合作实现互联互通

依托镇域文化特色，天穆镇成立由
群众文艺骨干、专业院团名家新秀、专
业演员共计40余人组成的文艺轻骑兵
小分队，下设戏曲、歌舞朗诵、鼓曲、相
声等4个小队，是全市首支镇街文艺宣
传队伍，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传播文
明新风、讴歌时代精神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深得群众赞誉。
文艺轻骑兵小分队紧扣红色教育主

题，用足用好特长优势，创作和排演了一
批歌颂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的高质
量、高水平、接地气的文艺节目，有短篇评
书《毛泽东》《一代蛙王》、快板《长征》、相声
《淮海大战》《八年苦》《妈妈的歌》等原创

作品，有京剧《智取威虎山》、评剧《金山江
畔》、豫剧《朝阳沟》等红色戏剧，以丰富的
艺术形式和深刻的精神内涵，表现中国共
产党奋斗、奋发、奋进的光辉形象，赓续红
色基因，传承思想伟力，让群众在寓教于
乐中唤起红色记忆、经受思想洗礼，增强
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党史宣讲过程中，天穆镇组建“青春
亮相新时代”理论宣讲团，开展以“我心
向党·致敬百年”为主题的“五进六讲”系
列宣讲活动，即进村居、进企业、进校园、
进家庭、进展馆，通过基层课堂深入讲、
广场围坐促膝讲、进楼入户面对面讲、走
进企业嵌入讲、开放课堂系列讲、构建场
景现场讲等方式，提升宣讲广度和深度。

在此基础上，推出“点单式”宣讲
模式，宣讲团依据党史各时期的阶段
特点，面向镇域居民列出课题菜单，包
括《中国共产党党史之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学史鉴往守初心——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10个重点课
程，基层单位和不同阶层群体根据自
身需求和党史学习教育具体安排进行
“点单”，一个电话就能“送讲上门”。

在“点单式”宣讲机制推动下，全镇
12个村、24个社区，常态化邀请青年宣
讲团成员走进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
明实践阵地、社区广场和老党员家中，通
过集中宣讲、观看党史纪录片、老少结对
谈感悟等形式，开展宣讲活动40余场。

青年理论宣讲团
义务为百姓讲党史

薪火相传学党史 童心向党庆六一

红色轻骑兵小分队 让党的声音传百家

（上接第21版）各改革专项小组要切实
提高谋划推动落实改革工作的能力和
水平，盯紧重点改革项目，瞄准制约改
革的堵点难点，及时破解改革难题，保
证改革任务落实落地。

会议强调，开展“三个规定”宣讲
是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的
重要举措。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
落实全市统一部署，把“三个规定”宣
讲好、贯彻好、落实好，推进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各项任务落实落地。全区各

级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三个规定”要
求，当好自己的“城防司令”，讲原则、
守纪律，管好亲属和身边人，坚决不能
逾越红线。区委政法委要抓好常态化
督促检查，持续完善内部监督机制，把
贯彻落实“三个规定”严在日常。区教
整办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统筹推动、
跟踪督办，组织好大宣讲和公开承诺
工作。

市第六指导组副组长魏东围绕开
展“三个规定”宣讲到会指导。

奋力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