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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寻踪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
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
强……”

这首《歌唱祖国》由王莘创作，已成为亿
万中国人久唱不衰的经典之作。当历史的
河流缓缓，很难想象，这曲被誉为“第二国
歌”的《歌唱祖国》的旋律，会与和平区这块
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0年国庆节前夕,在天津一区（1958
年后改为和平区）天津音工团担任团长的王
莘出差到天安门广场，便被浓浓的节日气
氛所感染、所激动。天安门城楼上,工人们
正在张挂大红宫灯,粉刷一新的城墙艳红夺
目；金水桥上，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迎风
飘扬，看到排练游行队列中神采飞扬的群众
和幸福可爱的少年儿童，此情此景，深深激
发了他创作的激情。

坐在回天津的火车上，望着车窗外闪
过的祖国河山，他的眼睛湿润了，中华民族
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百多年的屈辱史和中
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寻求民族解
放和独立自主的奋斗史涌现在他眼前。
他急急拿出笔来，手边没有纸，正好口袋
里有个烟盒纸，他便在反面迅速写着，滚
滚向前的车轮声里，一曲气势雄壮、热情
豪放的《歌唱祖国》诞生了。让他所料未
及的是，这首凝聚着爱国之情、爱党之心和
民族之魂的时代金曲很快传遍了神州大
地，成为亿万人民口口相传，久唱不衰的音
乐经典！

彼时，1949年1月14号上午10点，解
放天津的战役正式打响。1月15号凌晨5
点半，东西两面解放军在金汤桥会师，此后
展开了对市内南北守敌的围剿。当天中午，

人民解放军三路攻城部队联合作战，经短兵
相接，逐楼逐层地激战3个小时，一鼓作气攻
克国民党守军天津市内最后一个据点——
耀华中学，天津市宣告解放。同日，王莘从
平山跟随解放大军进入天津，就一直居住在
和平区成都道博爱里1号，直到2007年去
世。1950年秋，经王莘选定，《歌唱祖国》在
耀华中学礼堂举行首唱仪式，第一次响彻中
华大地。
1951年国庆前夕，中央人民政府向全

国人民推荐了《歌唱祖国》。同年10月29
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主
席见到王莘时，高兴地夸奖《歌唱祖国》写得
好。此后，《歌唱祖国》风靡全国，成为中国
当代音乐创作中最具影响力的群众歌曲之
一，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在人们心中留下
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
数十年来，《歌唱祖国》在中国各项重大

活动中必不可少，2003年中国首次载人航
天飞船发射成功，宇航员杨利伟将《歌唱祖
国》首度带上太空；2007年“嫦娥一号”探月
卫星从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向地球发
来《歌唱祖国》的歌声；2008年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上，《歌唱祖国》作为仅有的传统歌曲
被演唱。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当人们依然对《歌唱祖国》的旋律津津

乐道之时，一首《我的祖国》的旋律在耳畔响
起，一个叫吴炯的老志愿军战士进入视线。
“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很多事情都从记忆中消退了，可只要这熟悉的
旋律响起，吴炯还是能哼唱起来。
她说，这是我心中的歌，永远难忘！
旋律停落在和平区晟世养老院。吴炯

老人喜欢早上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和她
一起聊天的老人们大多不知道，这位年近
九旬的老人，1950年入伍，赴朝参战，是电
影《上甘岭》中卫生员王兰的原型之一，曾
在上甘岭战役中荣立二等功。1959年，吴
炯随爱人复员回到天津，担任了企业的保
健医生。随着身份、岗位转换，她始终不
忘初心、永葆本色、淡泊功名、默默奉献，
在新的岗位上，一切归零，重新开始，不让
“英雄”的包袱压住冲锋的脚步，把为人民
服务当作终身职业，要像火一样燃烧，点
亮人生，温暖他人！在那个视荣誉为生命
的年代，吴炯先后11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或优秀党员。一些老职工不知道吴炯曾
经是上甘岭的英雄，只知道她是企业的老
模范；不知道她是干部，只知道她是共产
党员。

1988年，吴炯退休后，在和平区新兴街
社区义务行医，当一名社区志愿者。岗位
变了，但她心中的理想没变，为民的情怀没
变！办完退休手续的第二天，人们就看到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身穿白大褂、肩挎药
箱穿梭于社区，为居民义务行医，并结合实
践，自写、自编、自印防病宣传资料，自己贴
到各楼门口，人们亲切地叫她“吴大夫”。
吴炯为社区群众服务24小时都在岗上，家
庭电话还不普及时，她在家门上贴个条：有
事尽管敲门，耽误了病情是大事！有了电
话手机，她就把联系方式告诉大家。无论
老人、孩子，不分白天黑夜，只要有病人，她
都会随叫随到。

2013年3月21日，吴炯80岁生日的这
一天，她向社区党组织递上志愿书，立遗嘱
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疗事业。她

说，捐献遗体是我还能做的最后一件对社会
有用的事情。

从一名志愿军英雄到企业医生，再到社
区志愿者，70年不懈奋斗的人生，吴炯扎根
和平，不忘初心，始终坚守着心中的阵地，将
心中的旋律和时代发展对接，唱响着一曲为
国为民，默默奉献，无私付出，永远跟党走的
赞歌！

掩卷而思，作为天津市中心城区核心区
的和平区，因为和这两首脍炙人口、经久传
唱的旋律无缝贴近，产生联系，激涌、携带起
情怀和信念，并且同频共振，是何其的幸运，
这样重要的文化遗产和创作资源不可多得，
也无可比拟。

和平的旋律经典悠长。旋律里，和平人
挺立潮头，精准对接时代，汇聚资源力量，置
于经济、政治、社会和各项事业建设发展同
步，和新时代的音符强烈碰撞，携手奋进，活
力四射。

以“文明城区”创建为例，2005年，和平
区荣膺首批全国文明城区，让公众的目光聚
焦这座百年历史名区。而今，和平区又一次
让荣耀加冕于这座温暖活力之城，所有和平
人共同分享实现全国文明城区“六连冠”的
喜悦与荣光。这氤氲出的旋律，如一束束
花，簇拥在一起，深化巩固和平区精神文明
建设的成果，为文明的持久开花营造浓厚氛
围，更为时代的旋律谱写一曲赞歌，在新时
代和新语境中书写“从此走向繁荣富强”的
新篇章。

这些激荡人心灵，凝练人精神的旋律，
也势必将为和平区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标志区新征程增添新的
强大动力。

和平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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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张园，在清末民初是一座声名
远播的名园，它还曾有一个清新浪漫的名
字——露香园。历经百年岁月，它仍旧是津
城名园。因为园中建筑恢宏，园主身份显
赫。总之，这处历史风云中名副其实的舞
台，如今辗转成了红色革命遗址、爱国主义
课堂。每天，从晨曦到黄昏，这座楼院有形
或无形的存在着，迎接着众人拜访。

1915年，曾任清朝湖北提督、清末驻武
昌第八镇统制的张彪来到天津，在当时的
日租界宫岛，购买下近20亩的开洼地，破土
动工开始建造宅邸。1916年，一座恢宏亮
丽的私家豪宅终于竣工，人称张公馆。园
中有一座高三层的主楼名为“平远楼”，中
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整体建筑砖木结构，多
重覆瓦的坡屋顶，楼前两侧有精致的回廊，
正门口是敞阔的高台阶。房前屋后均建有
花园，园中有假山奇石、喷泉池鱼、奇花异
草，处处透着主人的精美巧思，瑰丽壮观。
最初，这处园子曾外租作为游乐场经营，名
“露香园”。因园主姓张，人们习惯称之为
“张园”。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第二
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把自己的军
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邀请孙中山北上，
共商国是。同年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将军
邀请，偕夫人宋庆龄北上商谈中国统一和建

设问题。为了欢迎孙中山北上，扩大反帝反
封建的宣传，以共产党为骨干的国民党直隶
省党部，从11月底就开始了广泛的宣传活
动。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一行抵津，在
法租界美昌码头登岸，随即前往张园下榻。
中共天津地委动员组织50多个团体的工
人、学生和市民等数万人沿途欢迎。
孙中山一行抵达时，张园已经装饰一

新。大门前搭有彩色牌楼一个，正中悬挂
“欢迎”两个金色大字，在日光下熠熠生辉。
牌楼上满缀着彩灯，院内围廊挂满旗帜。迎
接室设在平远楼的二层，前厅为大客厅，后
为随员卧室。孙中山夫妇的卧室和办公区
则设在三层东部的内外两间。外间为办公
室，靠窗是一个大写字桌，桌上电话机以及
文具俱全；里间为卧室，卧室中安置一大铜
床，铺盖等卧具全新添置。当天中午，中共
天津地委负责人于方舟、江浩和爱国进步人
士马千里等来到张园，联系孙中山演讲和会
见群众事宜。随后，孙中山与诸位代表在张
园的平远楼前合影留念。
12月8日，孙中山抱病会见江浩、于方

舟等天津各界代表。孙中山在谈话中历数
辛亥革命以来帝国主义利用军阀摧残革命
的种种事实，主张五权宪法，提出国民会议
公决。
孙中山的勉励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天

津人民的革命士气。为进一步发动群众，中
共天津地委组织党员深入工厂、学校和街道
进行演讲，广泛宣传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号
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解除不平等条约，拥
护国民会议的召开。

在张园期间，病重的孙中山坚持处理国
务，先后发出指令、训令等118件，草拟建国
意见25条。

同年12月31日上午，孙中山抱病坚持
离津赴京。中共天津地委组织天津各界代
表江浩、于方舟、马千里、邓颖超、安幸生等
前往车站送行。孙中山的天津之行促成了
国民会议运动的兴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
大历史事件。

1925年2月，清逊帝溥仪自北京迁居张
园，在此处设立“行在”，寓居四年余。后来，
溥仪迁居至张园不远处的静园。

1935年，日军以18万元购得张园，拆除

张园原建筑，新建砖木结构二层楼房作为日
本军部，也就是现存的张园建筑。日本投降
后，美军曾进驻张园。1949年1月天津解放
后，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天津日报社、天
津青少年儿童图书馆等单位根据工作需要
也曾迁至张园办公。

自2019年10月7日，张园作为天津市
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市委旧址被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八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座名园延宕百余年，推翻帝制的革命
先驱孙中山先生在此下榻过，逊位的清朝末
代皇帝寓居过，历史的戏剧化篇章给这座园
子笼罩了传奇的色彩。如今，这里成了红色
爱国主义教育课堂。每一天，园中楼宇屋舍
倾听着讲解员对自己身世的讲述，在回想中
迎来送往。

刘彩霞/文 何成/摄

历史造就的传奇名园
孙中山曾下榻此园并接见进步青年

解放前的张园

那是谁的背影？
上下求索 苦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引燃火种 擎起民族复兴的赤旗
绞刑架下 三十八岁的脚步坚定从容
钢浇铁铸 大写出的是：信仰，忠诚！

那是谁的背影？
独立寒秋 问脚下苍茫大地
湘赣枪声 红旗卷起农奴戟
星火燎原 宣传播种长征路
远瞩高瞻 救亡图存明大义！

那是谁的背影？
跃马太行 令日寇闻风丧胆
烽火敌后 靠人民就有根据地
前仆后继 终教还我好河山
血沃中华 丰碑处处民心立！

那是谁的背影？
一心为民 开出万代幸福泉
南征北战 誓教日月换新天
天安门上 庄严挺立人民共和国
世界惊叹 饱受欺辱的民族已坚强站起！

那是谁的背影？
满目疮痍中 保家卫国跨过鸭绿江
声声怒吼里 打落侵略者全副武装的牙齿
血肉筑长城 只为身后那宽广美丽的土地
军威树国威 打出了大国地位，和平崛起！

那是谁的背影？
办公室的灯光 常常彻夜不息
筚路蓝缕 当家做主的人们创造改天换地的奇迹
隐姓埋名 默默铸就强国佑民的英雄伟业
民族脊梁 一次次挺得更直，更加有力！

那是谁的背影？
改革开放 促民族早日复兴
港澳回归 基业长青，更盼统一
脱贫攻坚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刮骨疗毒 民心民意是最大的政治

那是你们的背影
百年征程 不改为国为民的初心
一条大路 擘画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
民族的荣光啊 祖先的土地
先辈的足迹 早已昭示了：后人的使命！

背影
南北萍

任宝顺 摄

回首来处，中华百年风云激荡；展望未来，华夏巍然屹立
东方。

建党百年，栉风沐雨。近代饱受屈辱磨难的中国实现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
“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特殊的地理位置让

天津这座城自古以来经历了太多，见证了太多。近代以来，由
于殖民者的入侵，天津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有道是中
华百年看天津，我自小就在天津长大，常听长辈讲过去的故事，
也常将现在与过去对比，感受天津发展，越发自豪。我现在就
读于哈尔滨工程大学，但回家后，总愿意出门走走，寻访曾经的
记忆。

和平区作为天津市中心城区的核心区，文史底蕴深厚。在
建党百年之际，和平区编写了《使命之源——天津·和平红色印
迹》并制作了相应的融媒体作品，旨在寻访红色记忆，回顾波澜
壮阔的百年党史。在党史读物的指引下，我寻找到和平区山东
路的觉悟社活动旧址，感受革命者的满腔热情；探访孙中山北
上在津居住的张园，感受一砖一瓦的过往；了解现代化建筑前
身，得知这里曾是中共天津地下党联络机关的天津城市工人俱
乐部；走过一座普通的青砖小楼，发现这里是中共中央在津秘
密印刷厂旧址，党中央的文件、重要决议、指示以及刊物著作等
都是在这里印刷……

结合书本资料实地探访旧址，用心去感受历史痕迹，让人
不由地想象百年前的情景。那该是怎样的一段峥嵘岁月？我
走过一处处旧址，听一草一木历经百年风雨洗礼的讲述，读革
命前辈用生命写下的血色篇章，和百年建筑进行对话。当然，
很多的旧址原建筑已经消失在岁月长河中，但在现代化建筑下
去探寻历史，更能品味时代更迭下现代建筑与历史事件的碰
撞，感受光阴荏苒间记忆火花的激发。

在时空中有所体会，在“共时态”与“历时态”的视角下看家
乡发展，看中国发展。通过寻找旧址，我知道党在天津的发展
历程；通过将今昔对比，我知道党带领人民创造出了哪些发展
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
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
为什么出发。”这是学习党史的意义，故事背后蕴含的道理、共
产党人传承的精神不断警示激励后人，不忘初心，奋力前进。

2021，时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我国步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坚信未来在党的
领导下，中华儿女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继续携手奋进接力，必
将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百年奋进 初心不改
——探访和平区红色遗迹

王锦洋

张园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