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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五月汇暖流
津南区“慈善月”集结善款逾千万元

刚刚过去的 5月是津南区第 17 个
“慈善月”，津南大地上又一次掀起了全
民慈善的热潮——从党员干部到广大群
众，从企业家到普通职工，纷纷慷慨解
囊，奉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上至黄发老
人，下至垂髫稚子，竞相参与捐款，为慈
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截至5月 31日，
全区共集结善款逾1100万元，每一分钱都
彰显着津南人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慈善
精神。

多年以来，津南人始终秉承中华民族
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积极投身慈善事
业。区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干部职工率先

垂范，带头捐出自己5个工作日的工资，
一笔笔善款不仅体现了人民公仆的社会
责任，更凝聚着他们对生活困难群众的深
情厚谊。据统计，慈善月期间，通过“五日
捐”的形式，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
共筹集善款160万元。

同时，各街镇也积极响应，相继开展
了一系列主题活动，表彰慈善先进，传播
慈善文化，筹集助困善款。小站镇举办
“献礼建党百年 稻乡传递真情”慈善捐
款表彰大会，全镇单位、个人踊跃参
与、奉献爱心，累计捐款285万元，为推
动古镇慈善事业发展做出了新的贡

献。北闸口镇举行“携手慈善 与爱同
行”文艺演出，精彩的表演吸引了数百
位市民驻足观看。活动现场，来自北
闸口空竹队、阳光艺术团、唱响艺术团
及宣惠园秧歌队的队员们为大家献上
了精心准备的节目，用实际行动为慈
善事业提供助力。演出期间，观众们
纷纷踊跃捐款，为弱势群体献上自己
的一份爱心。双港镇举办爱心义卖捐
赠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和广大群众将
锅、碗、毛绒玩具、手工艺品等闲置物
品捐献出来进行义卖，吸引了众多居
民前来选购。五元、十元……随着一张
张人民币被投入大红色的募捐箱，整场
活动的气氛被推向高潮。此外，咸水
沽、葛沽、八里台、双新等街镇也开展了
相关活动，动员市民参与慈善、奉献爱
心，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据了解，“慈善月”所得善款将主要
用于扶贫济困、安老助孤、慈善助学、扶
残助医、赈灾救援等方面。

记者 陈涛

神兵津南斗日伪
——记九分区武工队战斗片段

1944年春，曾在冀中区保（定）南一
带打出威名，震撼古城内外的冀中军区第
九分区敌后武装工作队（简称九分区武工
队）经过阜平修整，奉军区之命，在队长周
继发、政委潘云峰率领下，来到天津以南
的津南地区。从此这支队伍便在中共冀
中区第九地委津南工作委员会的领导
下，抖擞神威、连战连捷，屡建奇功。在
津南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发动群众抢割日军农场稻谷

1944年10月，武工队按照津南工委
指示，发动马厂减河两岸群众，抢割日军
农场稻谷以粉碎米谷统制。

武工队长周继发派队员侦察了小站
附近藤井、大安两个日军农场的水稻长
势以及往返路线和敌人兵力部署情况。
队员们还走访了中塘、大孙庄、钱圈、甜
水井等十几个村庄，宣传群众、组织群
众，准备进行抢稻斗争。在一天夜晚，十
几个村的千余名群众准备好，武工队员
掐断电线、熄灭电灯、阻断电话，群众蜂
拥进入稻田，两个农场的稻谷被群众夺
取的所剩无几。日军发现后，在岗楼用
机枪进行扫射。封锁各炮楼的武工队
员、津南支队战士，共同向敌人开了火，
保护群众安全撤离后，迅速转移，胜利完
成任务。

石闸码头袭敌船

武工队在石闸村发动马景波、徐富
春等穷苦农民积极抗日，并发展成为堡
垒户。在他们的帮助下，武工队获知日
军军船运输规律，决定在石闸码头设埋
伏袭击日军船只。

石闸码头是日军掠夺小站稻谷的重
要转运地。日军从石闸、九道沟、三合村

及相川日军农场搜刮来的稻谷，都从石
闸码头用汽船从马厂减河转海河运往天
津日军洋行，返回时装有大量军用物
资。日军在石闸设了据点，有两名日军
和二十多名伪军驻守。1944年 10月的
一天下午，武工队接到石闸雇农徐福春
报告：明晨将有日军汽船到石闸码头装
运稻谷。队长周继发派刘增旺小队包围
石闸据点，张昆、张汝平带几名武工队员
伏击敌船，村民徐福春等多人组织抢卸
船上物资。

凌晨五点半，武工队解决了敌岗
哨。待汽船一靠码头，立即开火，消灭了
五名押船日军。抢卸物资的农民立即登
船卸货，敌据点伪军窜来，被刘增旺小队
火力压制，武工队抢得货物后，放火焚烧
了敌船。农民孙中栋、孙中良焚船表现
勇敢，被周继发吸纳为武工队员。

三进西泥沽 争取孟管家

石闸码头击毙日军，烧毁日军运送稻
谷的汽船之后，武工队长周继发带领部
分武工队员跨过减河，驻在石闸，开始了
对减北敌占区的开辟工作。

周继发考虑到，要想使武工队在敌
占区站住脚，还必须按照党中央的政策，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
争取的中间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西泥沽村有个孟家大院，主

人孟恩远在清末民初军阀混战时期曾任
吉林省督军，1919年辞官蛰居天津，死
于1933年。孟恩远死后，其家事、田产
都由他的大管家孟庆铎总揽。

为使武工队能在敌占区顺利开展工
作，周继发决定敲开孟家大院的大门，争
取孟庆铎抗日。于是周继发带着武工队
员三次来到西泥沽村孟家大院，拜访孟
庆铎。周继发对孟庆铎讲了许多抗日的
道理。孟庆铎见到武工队几次登门找
他，态度之诚，待之以礼，动之以义，晓之
以理，丝豪不似日伪的野蛮横行，孟庆铎
心中颇受感动。孟庆铎说：“我过去对八
路军的了解只是耳闻，今日亲眼所见，真
是百闻不如一见。我不相信日军、汉奸
的邪说宣传。自上次见面，就看到八路
军是仁义之师、救国之旅、驱日之军。在
这国难当头，家耻未报之时，我思考再
三，拥护贵军提出的抗日主张，愿为贵军
效力。”武工队员几次潜入减北咸水沽、
葛沽、西泥沽进行活动时，都受到了孟家
大院的护院、教书先生们的支持帮助。

事过不久，八路军拜访孟庆铎管家
的消息在当地悄悄传开，对当地上层人物
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八路军在敌占区
活动开辟沦陷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火烧日军小站粮库

日军掠夺稻农的稻谷，存放在小站

镇东南角马厂减河北岸边上的大粮仓
里，储藏量约在几百万斤以上。粮库东
边建有炮楼，四周有高墙电网，门口有
岗哨，院内有警卫巡逻。中共津南工委
决定设法烧毁它，以破坏侵略军供给,
于是把任务下达给武工队。队长周继
发、政委潘云峰，派杨克义、肖玉舟、王俊
杰三名队员，化妆成送稻谷的车把式，进
仓库侦查，画了库容草图。1944年隆冬
的一个深夜，周继发率武工队突袭，解
除了仓库门前岗哨，冲进粮库，泼煤油
放火。由于大河封冻，无水救火，大火
燃烧一整夜，几百万斤军粮全部化为
灰烬。小站地区的广大群众望着通红
的火光，连说“烧得好！烧得好！”，武
工队员们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胜利
返回根据地。

九分区武工队与津南支队和津南各
区武装密切配合,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遍播革命的火种,端岗楼,拔据点,焚粮
仓,惩敌顽,把津南地区开辟为隐蔽的抗
日游击根据地,为人民军队解放天津,作
出了永载史册的贡献。

（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我为群众办实事

咸水沽镇丰达园社区举办儿童节刻纸活动

津南区第三幼儿园的孩子们操场健身过“六一”

葛沽实验小学进行篮球比赛

让慈善阳光洒满每个角落
□ 筱 辰

又是一年“慈善月”，津南大地被浸
染在守望相助的氛围中。一个个陌生而
平凡的身影，一次次短暂而温情的驻足，
一幕幕简单而感人的场景……无数津南
人主动参与到慈善活动中，他们献一份
爱，暖一座城，播种的是善良，收获的是
文明。
慈善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受其影响，

慈善理念一直根植于华夏儿女的心中，流
淌在炎黄子孙的血液里。千百年来，国人
普遍视帮助贫弱者为乐事，乐于助人，勉
力向善。

在海河南岸的热土上，津南人民
始终秉持着“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
慈善精神，认为投身慈善事业，不仅
能帮助他人解困，更能让自己提升心

灵、愉悦精神。于是，汶川地震后，我
们发出了“不能靠近你，也要温暖你”
的温情呼唤，新冠疫情爆发后，我们
捐款捐物千里逆行……每当有同胞
受难需要帮助时，津南人都会在第
一时间伸出援手，让身处困境的同
胞切实感受到温暖。这样良好的慈
善氛围，得益于慈善部门坚持不懈的
宣传引导，更得益于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带来的全民素质提升。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不仅是
每个津南人共同的价值取向，更是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津南的时代要
求。让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参与到慈
善活动中，使慈善阳光洒满家乡的每个
角落。

疫苗接种工作稳步有序推进
津南区累计接种首剂新冠疫苗54.8万剂次

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津南区各社区、幼儿园、学校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手工刻纸、青少年体育健身、篮球
比赛等活动，让孩子参与其中，共同庆祝儿童节，广大少年儿
童在欢声笑语中欢庆自己的节日。

一段时间以来，津南区18至59岁人
群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全面铺开。为
了让广大市民享受到科学、高效的精准服
务，700余名医护人员、近千名志愿者“驻
守”10个大型临时接种点，持续开展“车
轮作战”。截至6月 1日，全区累计报告
接种首剂新冠疫苗达54.8 万剂次（含只
需单剂接种的康希诺新冠疫苗 6.5 万剂
次）；第二剂达36.6万剂次。

在津南区咸水沽镇新冠疫苗临时接种
点，居民们按照现场工作人员引导，经过扫
码测温、登记核实、健康问诊，分批次进入
接种大厅。间隔一米、依次排队，按照不同
针剂有序分流，每张接种台均有“红马甲”
志愿者辅助讲解、核对信息。
“现在，打第一针和第二针的居民接茬

前来，疫苗供应又有两种厂家的品牌。结
合前期接种经验，我们进一步优化了接种
服务和保障，制作了6000张不同颜色的卡
片来进行区分。同时，各社区工作队为了
避免出现居民插队现象，有效识别本社区
居民，也制作了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粘贴
式标识。这样，现场的志愿者也能够高效
准确地引导居民，合理提升工作效率。”咸
水沽镇副镇长时秀丽介绍说。

根据疫苗供应情况和接种进度，将接
种人群分成若干模块，随时调整预约人数
和到场时间，协调车辆批次接送有需求的
居民。作为全区接种量最大的临时接种
点，咸水沽镇疫苗接种最高峰达到每天
5500多剂次，一周累计超过2万剂次。

刘虹佐是咸水沽镇新冠疫苗临时接种

点留观区的志愿者，经过近两个月的“轮
岗”磨练，她已能够胜任接种点各区域的指
导服务。除了“驻守”医院，还要完成本职
党建工作，一周六天轮值轮守，但她依然干
劲十足。“如今，我们的各项工作流程愈加
高效，我们全体志愿者也将继续保持这种
工作热情，进一步做好疫苗接种服务，和居
民们一起共筑‘免疫长城’。”刘虹佐说。

在津南区葛沽镇，由葛沽体育馆改造
而成的临时接种点，遮阳避风效果明显。
场馆外，村居负责人统筹安排；场馆内，医
护志愿者各司其职。现场建档、信息上报，
秩序维护、疏通引导，不少居民表示，只需
10分钟就接种完成了。
“作为全区最早启动高校疫苗接种服

务的点位，我们从精选接种场地、敲定流程

‘路线’，到入口设置、应急安排，都充分考
虑到群众的实际需求。大房檐遮阳避雨，
小隔间应急休息。”葛沽镇副镇长张俊芳
说，“依据经验，更为了减少居民等待，我们
按照疫苗供应和预约人群采取灵活机动分
配工作量的措施。比如，接种人数多的时
候，16个接种台全开，60名志愿者全员上
岗；接种人数少的时候，可能开设4个接种
台，12名志愿者服务全场。这样，我们的
医务工作者、志愿服务人员也能得到充分
休息，保证接种工作更加高效、有序。”

如今，全区各级医疗机构“牵手”11个
街镇志愿服务队，科学化、模块化精准保障
疫苗接种，群众在这场全民参与的战“疫”
中也进一步增强了防护意识，共筑全面免
疫屏障。 记者 沈欣

5月26日，双林街泓春社区联
合物业、执法等部门开展“楼道革
命”堆物清整行动，15栋居民楼计
划在3个月内全部“净化”。

结合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和
《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推
动，此次“楼道革命”将重点放在了
安全通道堆物等“顽疾”治理上。为
了进一步提升居民消防安全意识，
清整队提前张贴清整告知，逐一入
户，并详细记录点位问题。

泓春社区下辖泓春园小区15
栋居民楼，居民大多为市区棚户改
造和周转房住户。在行动中，网格
员、志愿者、保安、物业、执法队一
齐发力，“劝导+普法”多措并举，
帮助居民改变陋习。

泓春社区党支部书记郑义磊
介绍说：“我们前期召开了党支部
委员会、居委会和物业联席会，对
专项工作进行分析研判，并先后
4次张贴清理堆物告知，有一定
效果，但反复性较强。所以，我们
开始加大力度，展开‘楼道革命’
攻坚治理。由于在这期间，还有
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等工作，所
以我们将‘时间表’划定为一周清
理一栋楼，那么，在3个月之内将
社区内所有楼栋彻底‘净化’。之
后我们还要对这项工作进行常态
化‘回头看’。”

记者 沈欣 通讯员 陆星

双林街泓春社区

攻坚楼道堆物

净化居住环境

津南清风
·中共津南区纪委主办·

按照区委统一部署，定于2021年6月1日至2021年7月
31日，对咸水沽镇、双桥河镇、葛沽镇、小站镇、双林街道、双
新街道、长青办事处、区人民法院、津南城投等9个单位党组
织开展常规巡察。

一、巡察内容
本轮巡察坚守政治定位，强化政治监督，把“两个维护”

作为根本任务，以“三个聚焦”为重点开展监督检查，即：聚
焦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市委决策部署情
况；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聚焦党组织软弱涣
散、组织力欠缺问题。按照规定，区委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
被巡察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主要负责人和关
键岗位党员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
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
律等方面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
题，将按规定由被巡察党组织或有关部门处理。

二、反映渠道
区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区人民法院
联系电话：18622779383
区委第二巡察组巡察葛沽镇、双林街道
联系电话：18622775603
区委第三巡察组巡察咸水沽镇、津南城投
联系电话：18622790853
区委第四巡察组巡察双桥河镇、长青办事处
联系电话：18622107186
区委五巡察组巡察小站镇、双新街道
联系电话：18622799270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
2021年6月1日-2021年7月31日 8:30-17:00
信件寄：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第X巡察组(收)
地址：津南区咸水沽镇南环路21号(津南区纪委监委)
邮政编码：300350

特此公告
津南区委巡察办
2021年6月1日

十一届津南区委
第十五轮巡察公告

摄影 唐文博 秦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