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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工人铿锵斗争不妥协
国民饭店里的红色记忆——

讲好党的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田放

那年的七月一日
单位组织了一次联欢会
让教师员工们即兴表演节目
我历数了自己成长的脚步
从呀呀学语到背起书包上学
从一个无知的女娃
到驾驭着文字游走天下
祖国的新貌
时代的变迁
幸福和喜悦 一桩桩 一幕幕
如火如风燃烧着煽动着
我的心绪起伏跌宕
我好想把积压在心底对党的感情
唱出来 以此表达自己
对伟大母亲的热爱: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党的阳光普照
就没有我人生的辉煌
党啊党啊 我怎能忘记
是您的好政策
让我在花季年龄 顶住了
那场生命中的强台风
是您的万丈光芒照耀着我
从一棵幼苗长成一棵太阳树
千言万语 道不尽您的恩情
千歌万曲 颂不尽您的伟大与光荣
我终于 按捺不住奔涌的心潮
要过主持人的话筒
面对上百人的会场
面对那面鲜红的党旗
唱出了千千万万同胞共同的心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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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
代表大会旧址
和平区赤峰道 58 号国民饭店

惨案一周年的日子里，中共在北京秘密召开
了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才
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
各业工人和全世界的工人建立起了亲密关
系。同期，北方铁路工会的会员迅速发展到
近 3000 人。
1926 年 2 月 7 日在天津召开中华铁路总
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在大会的前一天，
天
津出版的《工人小报》第 13 号刊载了《天津总
工会通告》，
号召天津工人此时
“举行盛大之纪
念会，
各工友是日务必停工参加大会，
追悼二
铁总历经艰难 团结工人力量
七死难诸先烈。庆祝全国铁路代表大会，
共同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简称铁总，是中
表示我全津有组织工人之阶级纪念”
。小报及
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铁路工人的群众团体，
时报道有关国内外劳工运动的消息与文章。
1924 年 2 月 7 日在北京秘密成立。其宗旨
小报一、
二版间缝上写有
“工会是工人的生命”
是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 “工人都得组织自己的工会”
字样。
福利；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工会，并与全国各
业工人和全世界工人建立密切联系。该工
大会开幕隆重 纪念二七烈士
会成立不久，北京秘密会所被查封，总部被
迫迁至天津。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中华铁路总工会在中国工运历史上占
先后在原东兴大街 152 号原南市第一大舞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共合作后，北方工人
台和赤峰道 58 号国民饭店内召开。
运动在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
1926 年 2 月 7 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
下，开始恢复。早在 1922 年 10 月，开滦五矿
第三次代表大会暨天津各界“二七”纪念大
罢工时，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就曾经在北京
会在南市第一大舞台召开。会场庄严肃穆，
集会，产生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主席台正中悬挂孙中山等革命领袖的画像，
不幸的是二七惨案发生，全国铁路总工会的
四周挂着“二七”烈士遗像，铁路工人代表和
筹备工作被迫停止。1924 年 2 月 7 日，二七
天津工人 2000 余人参加了开幕典礼。

铁总负责人邓培首先宣布了召开大会
的宗旨，然后与会人员全体起立，向“二七”
烈士致哀。中共地委书记李季达在开幕式
上讲话。他说：
“ 先烈们赤手空拳和握有枪
炮的反动军阀搏斗，他们宁死不屈，虽然受
着深重的压迫，生活十分贫困，但决不为金
钱地位所利诱。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
儿女。”到会的各地代表也纷纷登台演讲。
会场上群情激昂，掌声雷动。
天津总工会还在会场上散发传单，号召
工人阶级要“坚固自己的团结，继承‘二七’
烈士们的奋斗精神，努力前进，争取最后胜
利”。会后，全体代表和工人举行了游行示
威。游行队伍沿途高唱《国际歌》，高呼革命
口号，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天津的大街小巷，
给天津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会历时十天 做出多项决议
2 月 9 日，在法租界国民饭店二楼举行
了正式会议。全国 18 条铁路的工人代表 58
人到会，他们代表有组织的 14 万工人参加
会议。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总干事王荷
波做了铁总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各地代表
也报告了一年来组织发展和政治活动的成
绩。大会讨论了铁总今后的工作方向，并就
组织、宣传、写作、救济、自卫团等项内容展
开提议。大会还通过了《中华全国铁路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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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和平红色印记小贴士（十五）

1925 年 5 月 1 日至 7 日，第二次全国劳
动大会在广东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成
立。而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便是此次大会
的四大主要通告召集者之一。
全国铁路总工会与天津有着深厚的
渊源。和平区和平路上有一座百年老建
筑——国民饭店，它作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
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址，至今仍旧完好地
保留着。

唱支山歌给党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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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报告决议案》
《各路工作报告决议案》
《组
织问题决议案》等 28 项决议草案。
会议决定制作镌刻烈士英名的石碑，并
将纪念碑矗立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所在地长
辛店的火神庙前，以纪念
“二七”
死难烈士。
2 月 15 日，大会选出执行委员 13 人，候
补执行委员 7 人，执委会选举邓培为委员
长，罗章龙为总干事。大会决定将铁路总
工会会址设在天津，大会宣言号召全国铁
路工人努力完成国民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
革命。2 月 16 日，历时十天的铁总三大会
议圆满闭幕。

重回红色遗址 今人无限缅怀
时间跨越了近百年，当人们埋头故纸堆
中钩沉历史的时候，曾经作为中华全国总工
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址的南市第一大舞台
已经消逝在人们的视野中。而地处天津繁
华中心的国民饭店于 2004 年被列为和平区
文物保护单位。这座砖木结构的法式建筑
自带西洋气质，历经近百年的旧时光和新风
尚。在文旅风行的当下，途经此处的人往往
会被它吸引，驻足或回望，更别说那些专程
为“一睹芳容”前来打卡的旅行者。无须多
言，国民饭店门口汉白玉的“文物保护”牌不
经意间已然泄露了红色秘密。
刘彩霞/文

失能老人的
幸福“红按钮”

诗笺
鹧鸪天·入党 50 年感怀

李军

通明

在党光荣五十年，
与时奋进克辛艰。
誓词永记初心守，
信仰坚明使命肩。
挑重任，率身先。
青春不悔自清欢。
徽章闪烁忠诚铸，
杖国依随勇向前。
鹧鸪天·建党百年抒怀
通明

马列东风赤县筹，
南湖建党荡方州。
锤镰起义燃星火，
军旅扬旗克敌遒。
除腐恶，解烦忧。
为民服务自欢休。
征程万里同心干，
伟业辉煌庆百秋。

人生百味
“刘叔叔，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被昌都
第一中学录取了，圆了当老师的梦！”七一前
夕，接到杨阳从重庆打来的报喜电话，我久
久不能平静，让我想起那些援藏的日子，想
起那山、那水、那里的人们，他们就像格桑花
一样，始终在我的心中盛开。
杨阳是我 2016 年援藏结识的朋友杨建
伟的女儿。杨建伟也是援藏干部，不幸的是
在一次下乡时发生交通事故，连人带车摔落
悬崖，生命定格在 40 岁。他带着对西藏人
民的热爱，像格桑花一样永远盛开在那片土
地上。我参加了杨建伟的善后，用最质朴
的、亲人般的情谊抚慰了建伟父亲杨老爹。
后来，我和杨老爹时常通通电话，寄些藏区
土特产，拉拉家常，发发微信，告诉他们西藏
的新变化、新“模样”，想方设法给建伟的家
人们，带去心灵上的慰藉。
即使 2018 年我完成援藏任务回津后，
和建伟家人的联系也未间断。正当我为建
伟的女儿小杨阳大学毕业找工作发愁时，杨
阳在电话里说：
“爷爷栽种的格桑花开了，五
颜六色，非常好看，引得周围三村五乡的人
前来观赏。爷爷高兴得不得了！”
儿子走后，杨老爹强忍悲痛做出决定：
“建伟从小喜欢西藏，工作后援藏，现在牺牲
在西藏，他与西藏有缘，就让他长眠在这里
吧！”离开西藏前，杨老爹在坟地里收集了一
些格桑花的种子，说要把格桑花种到重庆江
畔，看到格桑花开就像见到建伟一样。如今
听到杨老爹的格桑花开了，我又想起了建
伟。那时，
他年满 40 岁，
乐于助人一身朝气，

任宝顺 摄

心中那片盛开的格桑花
大家都叫他
“重庆小伙”
。记得刚到西藏昌都
可行性建设方案、筹措建设资金、组织施工、
时，分配完宿舍，我打开窗户通风，就见对面
搞好群众安置动员……
“重庆小伙”奔波在
有一张黝黑的笑脸探出窗来，用重庆味的普
工地、村子之间，回来越来越晚，有时候在工
通话跟我打招呼：
“哥，
我是重庆援藏队的，
叫
地一住就是个把月。
杨建伟。多多关照哈！
”
建伟既热情又亲切。
收获青稞的季节到了，援藏干部被分成
“重庆小伙”非常热情，非常健谈，主动
若干个小组，到沙贡乡格秀村帮助村民收割
向我介绍藏区情况。他说，他的父亲是一名
青稞。我们承包的洛松家没有农机，运输青
进藏退伍老兵。他从小就从父亲那儿了解
稞成了大问题。眼看就要天黑了，3 亩收割
西藏的风土人情，听过十八军老一辈进西
好的青稞还铺在地里，洛松异常着急。因为
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故事。他的父亲
收割后的青稞，如果经晚上的露水一打，颗
参加过川藏公路邦达线的建设，几乎每开凿
粒都得落地，那样损失就更大了！这时，
“重
一公里路就会牺牲一名解放军战士，川藏公
庆小伙”带着 10 多位同志赶来支援，还打电
路是用生命垒建起来的。在父亲的熏陶下，
话从援助单位调来 3 台小卡车，采取接力方
他最大愿望就是能为西藏建设出把力。当
式，才将收割的青稞全都运回了家。当我们
得知援藏干部要轮换时，他第一个报名，一
踏着星光返回时，洛松拉着“重庆小伙”的
路过关斩将终于如愿。见我端详院子里的
手，递过来一束刚刚采下的格桑花，他说：
花，他告诉我：
“ 这花是格桑花，当地叫格桑 “感谢共产党派来好干部，好事做到家！”
“重
梅朵。哥，它可是高高坝子上开的花花儿，
庆小伙”露出憨厚的笑容，将格桑花分给每
西藏的格桑花最好看哟。”我仔细欣赏那朵
名队员。我们手捧格桑花，心里美滋滋的。
格桑花，小生灵簇拥在一起，在温差大、氧气
卡若区中心小学的 10 多名小学生家住
少的高原上，它们毅然决然绽放出鲜艳的色
那多山，他们上学只有羊肠小道，要经过 3 道
彩，仿若一张张援藏人的笑脸。
山梁、2 条峡谷，步行 10 多公里，若赶上雨季
我进藏没几天，就因为严重的高原反应
山洪，就更加危险。家长和老师都担心孩子
病倒了。
“ 重庆小伙”得知，马上将自己的便
的安全。有个别孩子因路途不便而辍学。
携式制氧机搬过来，调试机器帮我带好吸氧 “重庆小伙”得知此事，立即向援藏指挥部汇
罩，并反复向我传授应对高原反应的经验。 报，并连夜赶写修建那多山乡村公路的工作
在他的引导下，我逐渐适应了藏区的环境。
建议。他的建议得到指挥部和当地政府的
一段日子后，我突然很少见到“重庆小
批准。考虑到资金短缺问题，
“重庆小伙”还
伙”了，偶尔深夜看到他窗户透出的灯光。 主动回到援建单位，申请增拨 500 万元。在
后来我得知，他援助的住建局正在组织移民 “重庆小伙”的努力下，通往那多山的乡村公
安居村的建设。那些日子里，实地考察、做
路终于修通了，路途也缩短到 4 公里。小学

生欢快地奔跑在柏油路上，红扑扑的小脸像
格桑花一样。
回到内地，我时刻思念着受援地区，带
着眷恋和不曾熄灭的热情立刻投入工作，从
深化机构改革调查研究组织实施，到“创卫”
环境大清整；从坚守疫情防控隔离点，到主
动组织群众接种新冠疫苗；从“和平夜话”为
民服务，到组织帮助西藏包联困难户……我
一步一个脚印，心存援藏精神，绽放着格桑
花的美丽。
我询问杨阳进藏准备做得如何？杨阳
信心满满地说：
“都准备好了，您放心吧。我
是一名党员，愿意去西藏工作。我去陪着爸
爸，沿着他走过的路，为那里的孩子们送去
知识，相信爸爸也会为我感到骄傲的！”
“等
到明年春暖花开，我邀请叔叔，带上爷爷一
起到西藏昌都，去欣赏美丽的格桑花。”我愉
快地接受了邀请，泪水已模糊了双眼。
刘建权/文

通讯地址：
和平区岳阳道 73 号 邮政编码：
300050 传真：
87136155 E-mail:hprmjrhp@tj.gov.cn

幸福，
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
也是九旬妈妈生前追求
的生活。妈妈一说起失能后的幸福,就竖起大拇指称赞和平区委、
区政府的各项便民措施,尤其是顶呱呱的
“居家养老”
服务。
妈妈大半辈子居住在和平区。说起和平区的特点，她如数
家珍:和平区不仅是天津市政治、商贸、金融、教育、医疗卫生中
心，也是全国养老服务社会化首批试点单位。在过去的日子
里，和平区创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内容，为老人提供
贴心的多元化服务。妈妈边说边取出“居家养老”服务卡，一张
卡使妈妈成为幸福的失能老人。
幸福来自妈妈享受和平区试点“居家养老”服务的亲身体
验。暮年的妈妈先是患了痛风病，双手、双足的关节长满痛风
结石，变形的关节不仅疼痛难忍也使她无法行走，继而患了心
衰、肾衰导致她生活不能自理，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剪发、修
脚、看病都成了难事。
一生爱干净、爱漂亮的妈妈因失能没有了往日风采，流露
出厌世情绪。为了安慰妈妈，我学着给她剪发、修脚趾甲、洗
澡，但常因技术不过关而内疚。
和平区推出的“居家养老”服务让失能的妈妈生活大变
样。每月 15 日服务员罗姐准时入户为妈妈剪发。剪发时她还
常与妈妈打趣：
“ 汤奶奶，您是越活越年轻，天热剪个短发吧！”
妈妈听了笑容像秋菊绽放。每月 17 日，服务员马姐入户，洗
脚、泡脚、修脚一气呵成，让妈妈享受生活的舒适。服务员李姐
每周入户 2 次，给妈妈洗头、洗澡。给失能老人洗澡是力气活更
是技术活。妈妈不能站立，躺在床上需要分段洗。服务员李姐
耐心而细致的给妈妈擦洗，再帮助妈妈穿上干净衣服。感动的
妈妈连声说着“谢谢”。居家养老服务员们周到的服务、温暖的
话语温暖着失能的妈妈。妈妈病危住院后，李姐和罗姐也常到
病房给妈妈剪发、洗澡直至出院。
除了剪发、
洗澡，
负责住宅清洁的师傅每月也会准时入户，
给
妈妈打扫室内卫生、
擦洗抽油烟机、
擦洗玻璃、
门窗。窗明几净的
居住环境让卧床的妈妈心情愉悦，
她透过玻璃窗看到花园里的绿
树、
看到蓝天白云，
看到喜鹊登枝，
心情好了，
病痛也减轻了许多。
和平区
“居家养老”
服务，
想失能老人所想，
急失能老人所急。
妈妈的衣服和被褥脏了，
洗浴中心的提师傅接到电话就上门取走，
拆洗熨烫干净了再送回来。躺在整洁的被褥里，
穿上干净的衣服，
妈妈感动地多次落泪。她常对探望的亲友们说：
“住在和平区，
享
受政府买单的居家养老服务，
是我晚年最大的幸福！
”
失能是妈妈的不幸，遇上和平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由初期
的 35 项增至 70 项，是妈妈晚年的幸福。例如 2016 年 7 月，和
平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给全区 2000 户老人家的应急呼叫器免
费升级为“居家卫士”。
“ 居家卫士”包括主机可以通话、一键报
警器、红外人体感知报警器、感烟报警器、可燃气体报警器。这
些先进的设备能随时发现老人家中的异常情况，避免老人出现
意外而失去抢救的机会。
一次，妈妈睡觉时不小心碰响了红色呼救按钮，获得信息
的和平区呼救中心立即与我联系。找到原因解除警报后，工作
人员才放心。他们不是老人的儿女，却用心做了儿女想做却做
不到的 24 小时监护，彰显了和平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智能化、
实用性、安全性。
这些年，妈妈和像妈妈一样的老人受益于和平区“居家养
老”服务。这件事具体体现了我党自成立至今，历经百年浴血
奋战“不忘初心”，自觉地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
人民谋利益、为人类做贡献的理想信念。无论是推翻三座大
山、建立新中国，还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
改革开放，都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过得幸福。
幸福，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和平区“居家养
老”服务使失能的妈妈感受到党的温暖，感受到爱。在生命弥
留之际，九旬妈妈的微弱目光久久地看向“居家卫士”上的红
色按钮……那一刻，我泪眼婆娑。我与妈妈的目光交织在“居
家卫士”的红色急救按钮上，感觉它越变越大，越来越红，光芒
四射地普照神州大地。

电话：
87136233 87136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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