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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与健康

天津·和平红色印记小贴士（十一）

中共天津地委机关旧址（求志里）
位于和平区长沙路求志里17号

为了《国际歌》不再笙箫默
——关于李季达夫妻与求志里的红色故事

讲好党的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长沙路求志里现状 王贞儒与邓颖超合影（后排中间为王贞儒） 李季达

在和平区黄家花园一带，有一居民区名
为求志里。求志里17号是中国共产党天津
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的最后一个办公地，现
在是红色革命遗址。那段历史距今已94
年，日前笔者曾经到小区中寻访，即使是年
过七十岁的老居民也不能确切地指出哪一
栋楼的哪一套住宅是当年天津地委机关所
在地。这个当年的秘密机关所在地如今仍
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深深地隐匿在闹市里。
然而，当年有一对革命伴侣，他们曾在此办
公和生活，用鲜血和生命留下了历史无法磨
灭的红色印记。他们的故事，也让笔者无法
停下探寻的脚步。

一个是走出工商业兼地主家庭，后又留
法归国的青年才俊；一个是出家名门且受益
新学的知识女性。当他俩抱定救民于水火
的共同革命理想，当他俩笃定了对马克思主
义的毕生追求，在青春韶华中，在炙热锻炼
里，爱情的火花一经点燃，便经久不熄。94
年前，在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白色恐怖下，李
季达和王贞儒这对革命眷侣“为了解放与自
由”写下传奇。

20世纪初，有抱负有理想的爱国青年纷
纷走出旧式家庭，为寻找救国良方和救国之
路而努力。1921年1月20日，四川省巫山
县的李季达赴法留学，在马赛，与先期赴法
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陈毅、刘
伯坚等人有了深入接触，从此开始学习研究
马克思主义，并逐步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
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
的。1922年，李季达加入旅欧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年受党组织选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
并实地从事革命工作。
留学法国期间，李季达与周恩来相识。

同期，在天津，直隶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
业的进步女青年王贞儒和邓颖超正在并肩
作战，参加爱国运动。
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范围

内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再次掀起高潮。为
了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决定派
遣学成归国的李季达来津担任天津地委
书记。
李季达来津工作后，身边有位年轻女子

默契地配合他的工作。她就是时任天津地
委妇女部部长的王贞儒（第一任天津地委妇
女部部长是邓颖超）。王贞儒是邓颖超的同
学和好友，她们曾作为天津的学生领袖，领
导了五四时期的天津学生运动。
在配合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因为事

业相同、志向相同，李季达和王贞儒相互吸
引、信赖，迸发出爱情的火花。后经组织批
准，他们二人在南京路集贤里17号租下婚
房，并于1927年元旦结婚。自此，南京路集
贤里17号不仅仅是李季达夫妇的住所，也
成了当时地委机关所在地。李季达夫妇二
人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他们以家庭形式
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1927年 4月，因为蒋介石叛变国民革

命，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举起了屠刀，
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北方与蒋介石相呼
应。4月初，共产党先驱李大钊在北京被
捕。1927年4月18日，军阀当局下令把“义
庆里事件”中涉及的江震寰等15人押往南
市刑场杀害。

1927年6月，面对白色恐怖，天津地委
书记李季达一面嘱咐各级组织谨慎行事，一
面将党的重要文件和党员名单存放入法租
界内的浙江兴业银行地下金库的1号保险箱
内。同时，天津地委机关被秘密迁移至山西
路松寿里79号，不久又转移到长沙路求志
里17号。

多年后，王贞儒在《悼亡夫季达》中回
忆说：“季达多才多艺，工作累了他就拿起
箫，我则以笙相伴，我们吹《国际歌》，怕人
听到，不敢大声，只能小声地吹片段。我总
觉得不尽兴，说什么时候能完整地吹《国际
歌》就好了。季达说，‘等胜利了吧，到时咱
们痛痛快快大声地吹，让周围的人都听
到。’那时我们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
实现！”

1927年8月9日，由于叛徒告密，李季
达夫妇不幸遭到逮捕。后经党组织多方营
救，只有王贞儒被营救出狱。李季达在狱中
与敌人展开英勇斗争，受尽酷刑仍坚贞不
屈，严守党的机密。11月18日下午1 时，李

季达与粟泽、姚宝元一起被反动当局杀害。
天津《益世报》曾报道说，在赴刑场的路上，
李季达站在刑车上，面对众多的群众，慷慨
陈词，宣传革命道理，高呼革命口号，持续一
个多小时，其壮烈情景感天惊地，令津埠人
民无不敬佩。

李季达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仅27岁的
宝贵生命。他的牺牲，对新婚刚半年的王
贞儒来说是一生的痛，此后她没有再婚，也
没有儿女。在天津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和斗
争史上，这对革命夫妻书写了光辉灿烂的
一页。

1927年8月，中共顺直省委成立，负责
领导包括天津在内的北方各省市党的工作，
中共天津地委改建为天津市委，此后党的组
织又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李季达烈士曾
经生活和办公的求志里17号，成为天津地
委最后一个办公地。

带着追忆和缅怀，当笔者再次走进求志
里——还是那片楼房，如今住的都是和平百
姓，窗子里透出幸福温暖的灯光。追寻的目
光审视那栋历久经年的老屋，终究还是无法
锁定哪一个楼层、哪一扇窗……是啊，那个
血与火的年代早已过去，可是这里的人不会
忘记那个红色故事，就如同不会忘记那首低
声吹唱的《国际歌》。

刘彩霞/文 何成/摄

按语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为发挥文学艺术作品在人民大众中的宣
传性、号召性和凝聚性作用，动员全区广大文艺爱好者共同回顾党的光
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讴歌和平新变化，为正在全区开展的党史学
习教育提供生动鲜活的素材，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标志区提
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艺支持，中共和平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区融媒体中
心共同举办和平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学艺术作品主题创
作征集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支持，来自福建、浙江、湖南等
省市的文艺爱好者纷纷投来自己精心创作的作品，我市各区的艺术家也
踊跃来稿，表达一份浓烈的爱党情怀。来自和平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干
部、中小学师生、社区群众及各专业文艺家协会会员，纷纷结合自身的经
历和感受，饱含深情创作出文学、美术、摄影、书法、音乐等各个艺术门类
的作品200余篇（幅），诗歌作品30余首。特别是和平区教育系统精心组
织了55名教师参与创作，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党的百年辉煌历程。

一件件满怀激情、深情创作的作品，展现了和平区艺术家和文艺爱
好者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与信心，抒发了对党的赤诚之心和
热爱之情。

征集活动中，我们还有针对性地向全市知名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约
稿，以期更丰富、更全面呈现出和平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
作品征集的风貌。按照征集的相关要求，我们组织各艺术种类的艺术家
对征集和约稿的作品进行评定，从中评选出若干优秀作品，今集中进行
展示，向各位读者展现和平人民庆祝建党百年奋进的精神，并以此来记
录伟大时代，讲好和平故事。

和平区文联 中国共产党这艘以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为宗旨的巨轮从嘉兴南湖启
航，跃激流，过险滩，顶狂风，破巨浪，
扬帆远航，历经百年航程，拥有千万党
员，让曾经背负“三座大山”，饱受封建
主义、帝国主义束缚和侵略，在落后和
贫瘠中挣扎的中华民族，成为独立自
主、富强民主、繁荣昌盛、蒸蒸日上、兴
旺发达的东方巨龙。

回顾百年航程，辉煌成就，在讴歌
执政为民，居功至伟的同时，我还想为
那些在革命航船上，忠贞不渝，信仰坚
定，披肝沥胆，不惜生命，挺起脊梁，勇
往直前，践行宗旨理想的无数普通党
员点个大大的赞，他们是这艘红船上
的划桨人，成千上万的划桨人，所汇集
起的力量，能搬山，可填海，敢叫日月
换新天！

讲讲这些普通划桨人的故事，记
住他们平凡中的伟大，学习继承他们
忠诚担当，为理想奋斗，为人民献身的
无私情怀，聚集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
多做贡献的正能量，当是我们纪念建
党百年不可或缺的篇章。

我要讲的第一位划桨人，是一名
普通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牺牲时年仅
19岁，是无数为国捐躯英烈的代表。
1948年5月，在人民解放军攻打隆化
城的战斗中，他担任爆破组组长，带领

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顺
利完成了规定任务。在连队就要发起
冲锋的关键时刻，突然遭到敌人一座
隐蔽桥型暗堡的火力封锁，部队接连
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此时的他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

“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得到批
准后，他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
虽然左腿负伤，依然顽强冲至桥下。
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
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为了战斗的
胜利，为了人民的解放，他毫不犹豫地
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
高喊一声:“为了新中国，冲啊!”用年轻
的生命为战友开辟了通往胜利的道
路，他就是人民英雄董存瑞。
我要讲的第二位划桨人，是被称

作“铁人”的王进喜，他是我国工人阶
级的优秀代表。这位“铁人”确实有着
铁一般的意志。他曾在旧社会吃尽了
苦头，新中国成立后，一心为祖国甩掉

贫油帽子，拼命实干。当他带领钻井
队来到茫茫荒原的时候，一不问吃，二
不问住，最最关心的就是早日开工打
井。几十吨重的井架靠的是最原始的
起重设备，几乎就是人拉肩扛。没有
水源，就破冰眼，用洗脸盆端，没有搅
拌机，就跳进泥浆池搅拌！他曾有一
句话，已成为大家不畏困难，涉险过关
时常用的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
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每每想到当时上
百名石油工人排成一字长蛇，站在冰
面上传递洗脸盆，端水打井的场景，心
中总会产生无限感慨，万千敬佩！

我最后要讲的这位划桨人，曾在
云南贫困山区做过地委书记。退休
后，他继续植树造林，每天工作、吃住
在山上20多年。他栽种的树苗，都长
成了参天大树，不仅改善了当地的生
态环境，成林的树木也创造了巨额的
财富。更令人钦佩的是，老人在耄耋
之年，也就是去逝前几个月，把那片

凝聚他多年心血，面积5.6万亩，价值
达3亿多元的林场，无偿捐赠给了国
家！他就是被誉为“最美奋斗者”的
杨善洲老人。他身后留下了这片树
林，而带走的却是他终生为人民服务
的幸福！

吃水不忘挖井人，乘船当念划桨
人。最好的缅怀是感恩，最好的感恩
是传承，最好的传承是践行！在奋进
“十四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新航程中，挺起脊梁，争做最
给力的划桨人；在“五个现代化天津”
建设和把和平区打造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大都市标志区的“大会战”中，传
承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无私奉献，
攻坚克难，以模范为榜样，以榜样增
能量，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无愧于
党和人民的新贡献。希望在不久的
将来，我们这个群体中也能出现更多
的标兵级划桨人，为党旗增辉，为民
族添彩!

巨轮上的划桨人
贵翔

文艺百花齐盛放 红色作品颂党恩
和平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征集活动优秀作品选登

新上任的村支书（油画）叶祖茂 绘 支前记忆（油画）刘志平 绘 熠熠晨曦（国画）魏瑞江 绘

夏天一到，蚊子多了起来。蚊子可以传播多种传染病，如
登革热、疟疾、乙型脑炎、痢疾等。下面就要讲几个环保的驱蚊
经验，希望大家能用到。

办法一：中药焚烧以驱蚊

《本草纲目》中有驱蚊的良方：五月取浮萍阴干，烧烟可以
驱蚊。

宋代《格物粗谈》中也有记载：“端午时，收贮浮萍，阴干，加
雄黄，作纸缠香，烧之能祛蚊虫。”雄黄是一味有毒的广谱驱虫
药，也能驱蚊虫。浮萍中略加一点雄黄驱蚊效果更好，但是雄
黄焚烧出来的烟气味臭秽，令人不悦，不适合现代使用。《卫生
易简方》记载:“浮萍、羌活为末，焚之，蚊自绝。”羌活是中药，
具有辛香开窍、化湿辟秽之品，特别适用于长夏湿热交蒸之季
使用。

方法二：艾蒿烧烟驱蚊

端午节快到了。端午节前后，多地民俗常用艾蒿数枝挂于
门旁，具有祛邪和防虫的作用。艾蒿燃烧后形成的烟雾中富含
挥发油，带有极强的芳香气味，具有杀灭或抑制细菌、真菌的作
用。我国北方人夏日喜用艾草熏烟驱蚊。另外，花期的茵陈蒿
也可用来熏蚊。

方法三：苦楝花驱蚊

为了驱蚊，也可将苦楝花和柏子仁、石菖蒲配伍在一起做
成香篆使用。有古话说：“夜明砂与海金砂二味同和苦楝花，每
到黄昏烧一捻，蚊虫飞去别人家。”夜明砂为蝙蝠的粪便，蝙蝠
以蚊为食，是蚊子的克星，故而取用。苦楝子为极苦寒的药物，
临床上是一味功效良好的杀虫药。苦楝花是气味清香之品，较
少作为药用，常用于香薰疗法，兼有驱蚊作用。

和平区疾控中心

绿色植物有特效
环保驱蚊办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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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兴安岭 内蒙古草原
到青藏高原 唐古拉山脉

从鄱阳湖到山山岭岭 村村寨寨
《唱支山歌给党听》

都是您的儿女对您的告白

你驾驭红船起航
一百年的时光 一百年的搏击

浩渺烟波中
一路闯过激流闯过险滩
闯过多少曲折和艰难

坚强的身体
写满了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傲然

我深情地遥望

是什么让中国的影响力
影响了每一个角落
成为世界奇迹

云化作雨 在大地上浇灌
浪涛翻卷 儿女读得懂你的浩瀚

你倡议的一带一路
你的勇于担当 你的赤子情怀

你站在中华大地
就是一个伟岸的坐标
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

我爱你中国
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女儿

我骄傲

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女儿
我骄傲

于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