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好党的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天津·和平红色印记小贴士（十三）

天津印刷工会及党支部遗址
位于和平区黑龙江路39号（原

建筑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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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历史的长卷
我伫立岁月的桥头眺望

那南湖红船已载着希冀启航
喷薄的朝霞射出壮丽光芒
从此一方神圣映红神州大地
你用辉煌的金线编织着未来
用镰刀锤头铸起铁壁铜墙

埋葬旧世界号角唤起民众觉醒
将任人宰割的惨痛丢进太平洋
从此贫瘠和苦难永远变为过往

盛夏的七月是红色的
党旗下集结了鲜红的誓言
烈火和热血与你交融
小米加步枪打出新天下
开国大典轰鸣的礼炮
让山河舞起红色的大旗
十月已成为火红的海洋

伟大的觉醒在书写祖国繁荣昌盛

当我站在党旗下向你宣誓
红色便是烙在我肌肤上的印记

从此 传承着红色基因一代代追寻
追寻着父辈留下的红色足迹

一段段岁月波澜壮阔 一篇篇壮烈刻骨铭心
追随着党的百年浴血拼搏
听着春天动人的故事
继续改天换地的新征程

而今 红色早已融入了我的血脉
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
时代脉搏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劲
赓续红色火种的精神血脉
将是红色印记的担当与传承

追寻红色印记
焦海梅

和平，一个寓意“幸福和美”的名字。
这座城中之城，以其或古典或摩登的魅力，
或精绝或高端的气质，成就了名副其实的
“城市会客厅”。

和平区是绿色的，公园街巷绿植葱
茏，五大道内洋楼聚集，无处不风景；和平
是金色的，步行街商业繁华，解放北路银
行遍布，经济气韵浓厚。和平区更是红色
的，深厚的人文历史，近代的百年积淀，历
经革命的峥嵘岁月，“红色家底”甚是丰
厚。这一袭“百年红”，铺展成和平的底
色，融汇了无数革命志士的忠贞与鲜血、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信仰，是生机无限
的力量之源。

众所周知，地理优势和人文环境孕育
了和平区的个性。近代史上，这里曾经是
英、法、日等国的租借地所在，保留了我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量的红色遗迹。
50多处遗迹网布于和平热土，如颗颗红星
灼灼其华。

循着南市商业街走过，在荣业大街的
一侧，曾有座不起眼的二层小楼，那是旧时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报社所在地。青年时
期的周恩来带领进步学生在此编撰印刷会
报。报纸作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
物，行销京津沪等地。这里也就成了反帝
反封建爱国斗争的思想阵地。站在革命旧
址上，轻轻地闭上眼，遥想当年：暗夜深沉，
二楼编辑室窗前灯火依然，那光摇曳着穿
越百年。

循着建设路走过，芸芳里的转角处，但
见一座青色砖墙的小楼。高楼林立的背景
之下，墙上苔痕斑驳、院落石阶局促，越发
显得古朴简拙。嵌在院墙上的汉白玉文物
牌告诉来客：新生社，到了。“新生社旧址”
几个字覆了金漆。金色有着阳光的温度，
能让观者感受当年革命先驱李大钊指引于
方舟等进步青年成立革命社团，为天津建
立党组织奠基的热血与豪迈。

循着山东路走过，老市民告诉我，拆迁
前的天祥里曾经如何。大多数天津人都知
道，觉悟社旧址在河北区三戒里，极少有人
知道天祥里与觉悟社的密切关系。探访中
有幸串联起历史的断章，我认为有责任讲
述，让更多人知晓。“觉悟社旧址”是周恩来
等创建觉悟社和前期活动的地点，而天祥里
6号在党史资料中被称为“觉悟社活动地遗
址”，是在觉悟社被查禁后，周恩来、邓颖超、
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觉悟社成员后期活
动的主要地点之一。觉悟社成员如何成长
和斗争，如何在风云岁月中推动了历史，当
以故事的形式被广泛传颂和铭记。

循着滨江道走过，这里曾是法租界的普
爱里。里弄式的街巷，二层小楼一排一排整
齐划一，院落也全都套建成一个模样，无法
区分，很难记忆。但是，人们往往会因为历
史大事件记住一座城市、一条街、一座屋。
我记住了普爱里34号，因为1924年9月的
一天，中共天津执委会在此成立。江浩、于
方舟、赵世炎等当日与会的情形，如今已被
复原在中共天津党史纪念馆里，成了有形的
红色记忆。

循着长沙路走过，求志里就在黄家花园
一隅。那里隐藏着中共天津地委最后一个
机关所在地，时任天津地委书记的李季达与
夫人王贞儒曾经在此办公和生活。他们常
以笙箫相和，却只能低声吹奏《国际歌》。待
革命胜利后，放声演奏是二人共同的渴望与
期许。不幸的是，夫妻二人于1927年8月
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同年11月，李季达为
守护党的机密，惨遭当局杀害，献出27岁的
年轻生命。一对美好的革命情侣，一个无比
残酷的结局，如何不令人扼腕叹息？

还有成都道永定里的秘密电台，唐山道
上的中共地下印刷厂，黑龙江路隆泰里的中
共中央北方局……

遍访和平区红色革命的遗址和旧迹，
探寻遗迹背后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记录
革命传承的红色基因。循着镌刻有时代刻
度的百年党史一路行来，如同重走了革命
者筚路蓝缕的奋斗轨迹，深受教益。感触，
因浸入式参与而隽永；思想，由浅尝辄止而
至深邃。

人人知“岁月静好”，说着何其易，成者
何其难也。风华正茂的党胸怀千秋伟业，未
来定能再造万代风华。自己一直用心搜寻
的红色基因，承载着初心的温度，承载着信
仰的力量。这不正是“建党百年”最恰当的
献礼吗？此刻，我亦豁然。

和平，一袭“百年红”
刘彩霞/文 奚咏梅/图

“从今呀，往后呀，齐声唱。愿我工会地
久天长，生活才有保障。遇见啊，工友啊，把
他劝，加入工会做个会员。工会大又坚，哎
哎哎哎呀，工会大又坚……”

以上是《工会复活歌》，创作于1926年1
月，是时任中共天津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的
负责人安幸生专门找人创作的。他鼓励工
人们传唱，以鼓舞工运士气。

印刷工会成立
工运力量加强

五卅惨案爆发后，在中共天津地委的领
导下，天津的纺织工会、油漆工会、印刷工会
等20多个行业工会纷纷成立，天津工人运
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

1925年春，在安幸生的领导下，天津印
刷工会建立。印刷工会的办公机关就设在
了法租界石教士路（现和平区黑龙江路39
号）一座二层小楼的楼上。

印刷工会成立后，当即成立了工会党支
部。天津地委派共产党员陶卓然、邓若良、
钱才新负责工会和党支部的工作。他们先
后在永发、祥利、联昌、益泰等印刷局发展了
十余名党员，还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发展了
十几名团员。随着党对职工运动领导的加
强，印刷工会组织不断壮大，逐渐形成了一

支强大的工人运动力量。

开展反帝运动
罢工风潮来袭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天津
印刷工会在天津地委的领导下，举行罢工，
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与英、日帝
国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英租界和日租界当局利用他们的

《泰晤士报》等舆论报刊，滥发反动文章，极
力污蔑五卅运动。天津印刷工会针对这一
情况，及时采取措施，领导英、日租界当局报
社的印刷工人相继罢工，致使其报社完全瘫
痪。最后，英、日厂主不得不出来请求工人
复工。印刷工会代表工人提出了复工的八
项条件，其中包括：由中国人管理工厂、不得
虐待工人、增加工人工资等。
英、日当局表面上答应复工条件，但实

际上并未履行诺言。为此，印刷工会召开
紧急会议，决定举行全市印刷行业大罢
工。8月2日，天津3000余名印刷工人发
表了援助工友宣言，宣布再次罢工。接着，
在天津总工会的领导下，还与海员、码头、
纱厂工人的罢工连成一片，形成了巨大的
罢工风潮，有力打击了英、日等帝国主义的
嚣张气焰。

反动政府诱捕
工运领袖入狱

1925年8月初，天津声势浩大的工运活
动引起了统治天津的奉系军阀的极大恐
慌。他们决定坚决镇压。同年8月11日，安
幸生等天津各界代表接到直隶总督李景林
的电召，谓有紧急会议。但当安幸生等人一
到都署，当即被逮捕。

1925年9月，为配合国民军攻打天津。
天津地委决定在市内组织训练工人武装队
伍，配合国民军赶走奉军。印刷工会积极选
派工人参加工人武装。同年12月，国民军
进驻了天津，印刷工会的革命活动也随之公
开，先前被逮捕的安幸生等人才被从监狱中
救出。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亲自在慧
罗春饭庄为安幸生等出狱代表举行慰问大
会，并向他们每人赠授了“革命先锋”纪念章
一枚。

扩建舆论阵地
刊印《工人小报》

1926年1月恢复了五卅运动期间遭李
景林摧残的天津总工会，并在老铁桥大东旅

社设立公开活动的基地。为了加强对天津
工人的宣传教育，除继续出版《工人生活》
外，天津地委决定由天津总工会公开出版
《工人小报》。该报由中共北方区委委员、
宣传部长兼北方区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赵
世炎任主编，邢克让等参加编辑和出版发
行工作。

这期间，印刷工会参与创办《工人小
报》，这是中共天津地委直接领导的工人运
动内部刊物。《工人小报》于1926年1月25
日创刊，是铅印八开四版。创刊号用红色油
墨印刷，免费赠送三天。它在《创刊词》中指
出：“《工人小报》是天津总工会出的报，也是
天津几十万工友、大伙共有的一张小日
报，……小报上说的全是工人自己的话，为
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算是各处工友大伙
共有的报。”报纸的内容主要反映工人们的
生活和斗争情况，号召工友们团结在中华全
国总工会旗帜之下，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
斗争到底，对提高工人觉悟、鼓舞工人斗志
起了很大作用。

1926年3月下旬，国民军退出天津，奉
系军阀褚玉璞卷土重来。党领导的革命组
织转入地下，《工人小报》随即被迫停刊。《工
人小报》共出版两个多月，目前发现的《工人
小报》共十余期，是研究大革命时期天津工
人运动的重要史料。

刘彩霞/文 何成/摄

印刷行业力推天津工人运动
有力打击帝国主义嚣张气焰

天津印刷工会旧址（资料图） 天津印字馆现状 安幸生

红船精神永相传 何成 绘

初心不改感党恩 和平风光入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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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时代之光 刘 枫
②中秋佳节 教 毅
③年轻的脚步 屠建民
④春 胡丽虹
⑤不忘初心 胡广水
⑥和平新貌 王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