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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度幸福生活

远离非法集资

全民参保小讲堂

回望奋斗路，矢志新征程
——北辰区解放初期奋斗历程回顾（七）

五、明确方向，确定重点，积极创
造条件，推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
体育各项事业共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

政府十分重视和关心科技、教育、文
化、卫生、体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明
确方向，确定重点，狠抓落实，收到经
济工作与社会事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的效果。
（1）农业科技以发展粮食生产为重

点，开发、引进、推广新技术。解放前，
北辰区农民种粮袭用原始耕作方式，
生产力非常低下，1948年粮食亩产只
有20.5公斤，人均80公斤。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倡导农民科
学种田，并在资金、人力、技术等方面
给予扶持。1950年，农业部农垦局在
小淀村建立拖拉机站，为全国最早的
农业机械化耕作推广点之一。苏联专
家丘尔柯夫和美国友人韩丁曾在该站
进行过技术指导。天津县政府根据全
县自然条件，在北辰区境内建立了旱
田区，以种植小麦和杂粮为主，组织农
民建立种子田，实施玉米人工授粉，田
间选种，高垄栽培玉米，推广防治病虫
害等技术。1952年土改后，境内出现
积肥整地、精耕细作、依靠科技多打粮
的群众性生产高潮。同年10月，天津
县政府召开“爱国丰产劳模会”，向劳
模奖励喷雾器、7寸步犁、肥田粉等生
产资料，提高农业科技应用水平。
1953年，党和政府提出“技术归队”口
号，区政府将在非农业部门工作的农
业科技人员调回农业部门，加强农业
战线的科技力量。1955年，建区农业
技术推广站，负责推广农业生产先进
技术。后丁庄村积极响应区委号召，
带头采用优良品种。赵虎庄村、朱唐
庄村、小杨庄村率先使用新式七寸步
犁，发挥了示范作用。后丁庄村省级
劳动模范周绍俊还创造出玉米大垄密
植和氮磷钾3种化肥配合使用的经验，

推广应用后取得良好效果。1956年全
区粮食播种总面积 51.3 万亩，总产
32063吨，亩产62.5公斤，总产和单产
分别是1949年的3倍多。
（2）教育坚持面向广大工农群众，

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积极开展各种
形式文化补习工作。1948年12月解
放时，全区公办小学仅6所，民办小学
屈指可数，有教师57人，职工32人，学
生2800人。解放后，全境教育得到较
快发展。至1953年小学（含分校）发展
到 74所，教职工 478人，学生 15834
人。解放前，教学由各校根据教材自
行授课。1949至1952年，党和政府对
旧的小学教育教学实行彻底改造，批
判照本宣科的注入式，提倡启发式和
教学直观性，严禁体罚，提倡疏导，启
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教师认真钻研教
材、设计教法。1953年，区内各小学学
习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和普希金
《教学法》，实行“五级分制”和“三段五
步”教学法(三段：认读生字、词语、读课
文，串讲课文、提问，总结；五步：组织
教学，检查提问，讲授，巩固练习，布置
作业)，强调以课堂、教师、课本为中
心。各小学互相观摩，交流经验，教学
活动生动活泼。1954年10月11日，
天津市第四十七中学建成开学。这是
解放后，市政府在津郊投资兴建的第
一所中学，当年招收初中学生600人。

各村扫盲教学热情高效果好。从
各村参加扫盲人数看，1949年有20个
村800人，1950年有1900人，1951年
土改时有2600人。1952年麦收后，各
村有计划地培养“小先生”，条件是15
岁以上、有三四年文化程度、能认八九

百汉字，为冬学打基础。同年10月，有
6763人参加速成识字。三、四区各设
专职干部主抓，每10村设1名专职教
师，每班一位“小先生”。上河头夜校
辅导员孟宪章因工作突出，被评为市
级劳模。1953年初，全区开办47个夜
校，教师216人，5033人在学。1954
年2月，天穆、宜兴埠、青光、双口、北
仓、小淀6乡72村成立54个冬学班，教
师229人，学员总计3658人，至年末有
510人毕业。58个村的农民夜校常年
在校学员2676人。1955年 12月，区
人委颁发《扫除文盲毕业测验标准暂
行办法》，规定识字1500个以上为脱
盲，阅读和写作能力达到能读课本和
农民小报，能写便条和二三百字的应
用文。据统计，全区有14至50岁文盲
36434人，组建了332个班、177个炕
头组，有民校教师600多人，总计在学
11755人，其中乡、村干部1000多人。
柳滩乡的765个青壮年文盲率先取得
扫盲毕业证书，被评为天津市首批无
文盲乡。
（3）文化工作坚持因陋就简建阵

地，立足本村，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1950年，宜兴埠建文化馆时，属河北区
文化馆派出机构。1953年6月，区文
化馆利用从天津县咸水沽文化馆分得
的一批图书和文艺活动器材，与宜兴
埠文化馆合并，建北郊区文化馆。同
年12月，馆址迁至刘园村。主要活动
为图书借阅，利用幻灯、黑板报和高音
喇叭广播宣传时事政策，辅导农村业
余剧团和民间花会活动。1954年，市、
区投资在北仓村前街建文化馆舍8间，
总面积220平方米。与建馆初期相比，

增加了棋类、舞会、评书、小型文艺演
出、儿童课外补习、图片宣传、科普讲
座等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辰
区有30多个村级剧团，其中双口村的
农民剧团历史悠久。1945年日本侵略
者投降后，双口村村民就成立了醒民
剧团，创作演出了《庸人自扰》《王二发
参军》等剧目。北辰区解放后，双口村
又建立了民主剧团，排演了《九件衣》
《擦镜子》等剧目。王秦庄村于解放初
期建立了民众剧团，曾排演歌剧《白毛
女》，当时影响很大。此外，李嘴村民
娱剧团、宜兴埠永丰秧歌剧队、屈店评
剧团、南王评剧团等先后演出了《穷人
恨》《渔夫恨》《宝山参军》《兄妹开荒》
《小二黑结婚》《书香人家》《节烈千秋》
《刘巧儿》《柳树井》《新事新办》《刘胡
兰》《李顺达》《王秀鸾》《中秋之夜》《梁
山伯与祝英台》等剧目，活跃了农村文
化生活，表现了翻身后农民喜悦的心
情，对广大农民群众起到鼓舞和教育
作用。

新中国刚刚成立，区境内民间花会
也很红火。全区有高跷、狮子、旱船、中
幡、法鼓、吹歌、地秧歌、腰鼓和民间武
术等30余种100多道会。1950年，北
仓一带有净街、杠箱、随驾狮子等花会
17种；宜兴埠有莲香、十番、法鼓等花会
18重。1956年文化部举办全国民间音
乐舞蹈调演，北仓随驾狮子会和线河吹
歌会赴京演出。同年，刘园祥音法鼓、
李嘴同乐高跷和北仓随驾狮子会，在天
津花会比赛中获优秀表演奖。

（北辰区委党校
北辰区委党史研究室）

指尖追寻红色足迹 沙画展现党史故事
——小淀镇非遗沙画传承人王金亭

本报讯（记者 韩雨晴 通讯员 江莹
徐伟翔）“作为60后，我一直有个梦想，用
沙画技艺把老一辈革命家的肖像以及各
个历史场景呈现出来。”小淀镇“红色达
人”非遗沙画传承人王金亭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王
金亭把民族传统文化与红色主题教育有
机融合，围绕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
神、中国梦四个主题，以沙画形式重现革
命战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重大
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并通过边讲
解边创作的方式，让参观群众在沉浸式体
验中传承红色文化、激发爱国热情。

在位于小淀镇国际当代艺术中心的
沙画工作室里，正进行沙画创作的王金亭
告诉记者，他从小就酷爱民间艺术，2000
年跟合作伙伴一起传承了掐丝沙画工艺，
希望还原儿时记忆的同时，也让这项传统
工艺焕发新生机。如今21年过去了，在

传承传统掐丝工艺的基础上，王金亭团队
不断创新，研究独创了6个品种的沙画工
艺。在他的手中，原本平平无奇的沙子，
经过调合绘制，变为一幅幅线条细腻、形
象逼真的艺术作品。画面中的每一片衣
角、每一根发丝，都随着不同场景彰显出
各具特色的魅力。
“这幅沙画主要体现抗战时期，母亲

送别儿子的场景……”王金亭指着其中一
幅沙画作品介绍说。为向建党百年献礼，
王金亭团队用时两年，研发、设计、制作了
百幅红色题材的沙画。为进一步丰富作
品内容、增强作品感染力，王金亭团队在
翻阅大量史籍史料的基础上，走访革命遗
迹，实地感受红色精神力量。王金亭还不
断探索新的沙画风格，设计制作了卡通版
主题作品，创新形式讲述红色故事，增强
用艺术作品传播红色文化的感染力，让孩
子们学有所得、乐在其中。

案情介绍：
2014年11月21日，被告人焦某

以李某的身份在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
刘安庄村东注册成立了天津中融汇通
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为李某，2015年3月18日该公同变更
法人为焦某。2014年10月10日，被
告人焦某租赁天津市和平区环球金融
大厦30300室作为该公司经营地。

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期间，
被告人焦某以天津中融汇通财务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的名义，利用员工发放宣
传单、电话推广、微信朋友圈广告等方
式向不特定的公众宣传该公司虚构的
理财产品，以伪造担保函、债权转让及
受让协议，伪造北京安家世行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印章等手段进行集资诈骗。

被告人焦某共向25名集资参与
人吸收资金277万元，该集资款除归
还部分本金外，上述集资款项部分被
焦某用于租房，装修、交纳物业费及偿
还个人借款等，致使集资款无法归还，
给上述集资参与人中23人造成实际
损失共计221.4万元。

2018年3月13日，被告人焦某被
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判决结果:
一、被告人焦某犯集资诈骗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15万元。
二、作案工具DELL电脑主机11

台，由扣押机关依法没收。
三、责令被告人焦某退赔万某某

等23名集资参与人损失。
风险提示：
不法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

司或企业，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开
展创业创新等幌子，编造各种虚假项
目，居民如有理财需求，应当选择银行、
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资产管理
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持牌金融机
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等。未经金融
监督管理部门许可，任何非金融机构和
个人不得代理销售资产管理产品。遇
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
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
延一晚再决定。不要盲目相信造势宣
传、熟人介绍、专家推荐，不要被高利率
诱惑盲目投资。 （区金融局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陈简轩）“这是我第
一次走进检察院，近距离感受到了法律的
魅力。长大我也想成为一名检察官，穿上
这身检察蓝制服，全力守护公平正义！”学
生代表小鹏说道。

为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增强社会各
界对检察工作的知晓感和认同感,推动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深入开展。“六一”儿童节
前夕，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检爱同行 共护
未来”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区人民检察
院、区关工委、区教育局、区妇联、团区委相
关负责同志以及集贤里中学优秀学生代表
及其家长参加。

活动中，大家共同参观了区人民检察
院文化长廊、院史展室及警示教育基地，了
解检察院工作职能，“零距离”感受司法魅
力。在随后的预防校园欺凌主题法治课
上，区人民检察院未检工作室检察官结合
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讲解校园
欺凌的危害，剖析青少年犯罪背后的原因，
并教授遇到不法侵害时的正确处理方法，
引导学生们远离侵害和犯罪，提高自我保
护能力。活动现场，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
员还向学生代表赠送法治宣传系列丛书
《检察官告诉你怎样保护好自己》。

本报讯（通讯员 袁巍）“在警察叔
叔的讲解下，学到了如何辨别常见毒
品。原来很多毒品都披着各式各样
‘无害’的外衣，在以后的生活中要保
持警惕，不接受、不食用陌生人给的食
物和饮料。”聆听禁毒宣讲的学生们纷
纷表示。

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防毒、拒毒、
禁毒意识，营造和谐、安全的校园环
境。日前，集贤里街禁毒工作站联合
区禁毒大队、集贤里派出所走进集贤
里小学，开展“远离毒品 健康成长”禁

毒宣传进校园主题活动，切实为青少
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活动中，区禁毒大队民警围绕毒
品种类、毒品对人体的危害及预防毒
品近身的八个方法等内容，给学生们
上了一堂形象生动的禁毒宣讲课。民
警现场结合戒毒工作实践案例，利用
“果冻”“糖果”等仿真毒品模型，向同
学们介绍新型毒品的种类和特征，帮
助同学们掌握辨识和拒绝毒品的小技
巧，鼓励孩子们积极参与禁毒活动，争
当“禁毒小卫士”。

5月31日，由区委宣传部、区文明
办、团区委、区教育局、区少工委联合主
办的北辰区2021年“红领巾心向党 争
做新时代好队员”一年级新队员入队示
范仪式暨“新时代好少年”事迹发布会在
北辰区模范小学举行。现场对10名北
辰区新时代好少年进行了表彰，并宣布
了组建一年级少先队组织的决定。全区
第一批1599名一年级学生光荣加入少
先队。 吴肖肖 吴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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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某集资诈骗案

区人民检察院
开展“六一”开放日活动

检爱同行共护未来

红领巾心向党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上接第21版）审议天津市北辰区人
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北辰区2021
年新增财政预算暨政府债券计划安
排方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区政府
关于“七五”普法决议执行情况的报
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社会救助
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区政府关于第
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

改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执法检查报
告，听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
法》的执法检查报告，听取区政府对
区人大常委会审议2020年度环境状
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所
提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

会议还通过相关人事任免事项。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十一次会议

灵活就业人员如何缴纳社会保险费？
（一）如果您是在天津市首次缴

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请先到户
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社保经办机构、
街镇党群服务中心，办理灵活就业
参保登记后，再到税务部门办理申
报缴费。
（二）如果您在 2021 年 1 月 21

日前最后一次缴费是个人缴纳，您
可以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
局提供的线上、线下两种渠道办理
申报缴费。

（三）如果您在2021年1月21日
前最后一次缴费是单位为您缴纳，单
位在办理减员手续后，您可通过“天津
人力社保”手机APP，或持本人身份证
到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社保经办机
构、街镇党群服务中心，办理灵活就业
参保登记手续，再到税务部门办理申
报缴费。

（区人社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