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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
●砸裕大斗争旧址 天津市河东区郑庄子西台大街38

号（天津棉3创意街区）
● 河东区红色记忆展厅 天津市河东区华昌道70号

嘉华国际商业中心四楼（河东区图书馆嘉华中心馆）

河西区
●五村农民反霸斗争遗址 天津市河西区广东路西楼

前街24号
●圣功女中——中共天津地下组织活动旧址 天津市

河西区马场道99号（现新华中学）
●冀中军区地下军手枪队总联络站遗址 天津市河西

区下瓦房宝和里居民住宅楼内
●智取国民党天津警察局第六分局旧址 天津市公安

局河西分局
●解放天津攻城突破口遗址 天津城区南部的复兴河边
●天津市警示教育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宾馆南道5号

南开区
●南开大学——天津学运斗争旧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

路94号
●天津广东会馆——早期革命活动地 天津市南开区民

俗文化旅游商贸区东门里大街257号
● 天津南开学校——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开展革命活动

旧址 天津市南开区四马路20号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旧址 天津市南开区东门里

仓廒街经司胡同内江苏会馆
●觉悟社成立旧址 天津市南开区老城东南角草厂庵胡

同41号
●天津第二通俗讲演所旧址 天津市南开区西北角西马

路西门北六条胡同北侧路东
●《天津导报》地下发行站旧址 天津市南开区西南角故

物市场后徐家胡同16号、南门西太平庄刘家胡同14号
●毛泽东列车经停处 天津市南开区观园公寓社区内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西路9号
●张太雷烈士纪念室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

河北区
●天津梁启超纪念馆 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号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旧址 天津市河北区新开河西岸志

成道33号
●中山公园——早期革命活动地 天津市河北区中山路
●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旧址 天津市河北区水产前街
● 觉悟社纪念馆 天津市河北区宙纬路三戒里49号觉

悟社旧址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旧址 天津市河北区建国道91号
●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旧址 天津市河北区胜天里
● 直隶女子师范学校——邓颖超等在津从事革命活动

旧址 天津市河北区天纬路天津美术学院
●女星社旧址 天津市河北区三马路三戒里49号
●天津市扶轮中学 天津市河北区吕纬路93号
●天津十五烈士纪念碑 天津市河北区中山公园南侧
●张友渔营救被捕同志斗争旧址 天津市河北区平安街60号
●中共河北省委联络站旧址 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7号

(现天津市曹禺故居纪念馆)

●天津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活动旧址 天津市河北区
锦衣卫桥黄家胡同

●中共渤海区天津临时工作委员会旧址 天津市河北区
昆纬路五经路向兴里6号

●天津市规划展览馆 天津市河北区博爱道30号
●金汤桥——解放天津会师地 天津市河北区金汤桥

红桥区
●北洋大学——张太雷等在津开展革命活动旧址 天津

市红桥区光荣道8号河北工业大学东院
● 天津官立中学——于方舟等在津开展革命活动旧址

天津市红桥区芥园道铃铛阁中学
●共产党人领导狱中斗争旧址 天津市红桥区天津人民

医院
● 大红桥码头——中共地下组织领导船员开展反遣散斗

争旧址 天津市红桥区大红桥西侧子牙河北岸
●大众摄影社——天津党组织秘密活动联络站旧址 天

津市红桥区西北角大伙巷南口49号
●平津战役纪念馆 天津市红桥区平津道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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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中共塘沽第一个支部旧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三槐路10号
●中共津南县委员会、津南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 天津市大港西南部

津淄公路东侧南抛庄

东丽区
●解放军粮城战斗指挥部旧址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镇东金路

西青区
●天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 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王兰庄村
●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陈列馆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药王

庙东大街2号
●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展览馆 天津杨柳青博物馆
●李大钊烈士纪念室 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院内

津南区
●中共小站特别支部旧址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中山路南侧

北辰区
●安幸生烈士故居 天津市北辰区中河头村富强大街海福巷
●杨连第烈士纪念馆 天津市北辰区文化中心楼
●天津市烈士陵园 天津市北辰区铁东北路 5998 号

武清区
●武清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旧址 天津市武清区黄花店镇西后庄村

宝坻区
●冯家庄村党支部、村委会（旧址）、冯家庄村党史馆 天津市宝坻区尔

王庄镇冯家庄村

静海区
●中共静海县第一个党支部旧址 天津市静海区王口镇酄里村
●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旧址 天津市静海区东部，独流减河南侧，团

泊镇境内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生活基地

宁河区
●于方舟故居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畔俵口村

蓟州区
●中共蓟县第一个党支部旧址 天津市蓟州区上仓镇河西地区
●龙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天津市蓟州区龙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蓟县简易师范旧址——中共蓟县地下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旧址

天津市蓟州区城关第一小学院内
●冀东西部抗日武装大暴动第一枪战斗遗址 天津市蓟州区邦均镇第

三小学北
●八路军第13团建团旧址 天津市蓟州区官庄镇塔院村
●盘山抗日根据地创立旧址 天津市蓟州区盘山
●包森洞 天津市蓟州区盘山豹窝沟
●“八路军母亲”杨妈妈故居 天津市蓟州区盘山后砖瓦窑村一间农家

小屋
●莲花峰七勇士跳悬崖遗址 天津市蓟州区盘山莲花峰
●冰凉洞——盘山民兵班战斗旧址 天津市蓟州区官庄镇联合村北山

栗树沟半山腰
●冀东抗日机关旧址 天津市蓟州区下营镇常州村北九山顶
●中共冀热辽区第十四地委机关报——《救国报》滦西分社遗址 天津

市蓟州区盘山七十二座寺庙之一千像寺内
●庆祝蓟县城解放大会会场遗址 天津市蓟州区第一中学
●盘山烈士陵园 天津市蓟州区盘山南麓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碑 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金水泉山
●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旧址 天津市蓟州区礼明庄乡孟家楼村

和平区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报社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南市荣

业大街
●新生社活动地点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芸芳里 2

号、天津市和平区泰安道3号
●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普爱里

21号、天津市和平区兆丰路福利里21号、天津市和平区长沙路
求志里17号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旧址 天津市和平
区南市东兴大街152号

●中共顺直省委机关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耀华里耀华中
学校园内

●周恩来在津主持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期间活动旧址 天津
市和平区大吉里31号

●中共中央在津秘密印刷厂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47号

●吉鸿昌旧居 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5号
●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营口道三德里21号
● 1936年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曲阜

道长兴里47号、福荫里1号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 天津市和平区黑龙江路

隆泰里 19号
● 1937年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安

道福顺里 12 号（现天津诚基中心）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天津队部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建

设路59号、开封道14号
●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联络点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

和平路100号
●抗战初期天津电话局职工“抗交”斗争旧址 天津市和

平区烟台道35号
●中共河北省委电台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沙市道45号
● 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和

平路322号

●中共天津城市工作委员会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安道
福顺里50号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联络站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
昆明路新宜里11号

●十八集团军驻津办事处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彰德道18号
● 中共渤海区党委地下联络站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营

口道161号和福安大街166号
●攻克国民党守军天津市内最后一个据点旧址 天津市

和平区耀华中学
● 解放天津战役中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捷处

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多伦道与新华路交口处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旧址 天津市和平区承德道10号
●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旧址 天津市和

平区鞍山道59号张园
●和平区社区志愿服务展馆 天津市和平区朝阳里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
●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 天津市和平区山西路98号

图文提供市委党校（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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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张太雷烈士塑像

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旧址

天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

解放天津突破口纪念碑 觉悟社纪念馆

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

中共天津市委、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旧址

（全市示意图）

（市内六区示意图）

（和平区示意图）

盘山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