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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润心田“艺”心向党
红色文艺让党史学习教育浸润人心

北辰区开展核酸筛查应急演练

北辰百年名人

天津近代教育家：温世霖

温世霖(1870～1934)，原名温昱，
字支英，晚号铁仙，宜兴埠人，近代著名
教育家、政治活动家、立宪运动领军人
物，曾任参议院议员、国会议员、孙中山
同盟会成员。

温世霖祖上家传武学。祖父温长
溥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武进士，官居
山东登州总兵。父亲温联琇淡薄名利，
弃武业，潜心钻研理学。母亲徐振肃为
津门女教育家，曾受孙中山褒扬为“民
国贤母”。二人创办“温氏家塾”。

温世霖自幼聪颖，受母亲教诲，少
有报国之志。15岁考上清末最后一科
秀才。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后，

和议既成，清政府声明调回驻越南的清
军，徐振肃"引为大辱"，于是命温世霖
弃举业，走实业救国之路，就读北洋水
师学堂、电报学堂。15岁的温世霖考入
北洋水师学堂，师从严复，因腿疾提前
肄业。20岁任铁路大臣胡燏芬书记、东
征军幕僚，此外还曾任直隶督署、天津
道署。

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后，温世霖奔
走于淞沪粤桂，呼吁革命。因人微言
轻未获响应而郁郁北归，受维新思想
影响，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路，决心
兴教救国，提出“备私塾、废科举、倡新
学”，主张把救国希望寄托于新式教育
和妇女解放事业。光绪二十六年
（1900），与温母在宜兴埠创办培贞女
子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老
城里二道街荣家胡同创办普育女子学
堂，引进西学。翌年，在宜兴埠创办蒙
忠学堂（男校，后称民立第五小学，今
宜兴埠第一小学）。

普育女子学堂成立后，办学的一切
费用均出自温家。温世霖任该校监督，
徐振肃任校长，母子二人亲自授课。他
们提出“禁止妇女缠足”的口号，在校内
组织“妇女救国演说团”，每逢周日，上
街宣传演讲。为此，直隶总督袁世凯连
下两道禁令，迫使普育学堂停办。温氏

母子不屈不挠，继续坚持，使普育学堂
名声大振，学生增加到50余人。普育
学堂的办学宗旨逐步被人们接受，不但
求学女子越来越多，商贾士绅也捐资扶
助。为扩大发展，满足需求，温世霖四
处奔走劝募。经严修等社会名流多方
捐资，在火神庙旧址重兴土木，建设新
校舍。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式迁入，
民国二十二年（1933）8月设立普育女子
学堂中学部。1949年解放后，该校先后
更名为女三中、九中、中山中学。

温世霖曾创办《醒俗画报》《醒世画
报》《人镜画报》《公民白话报》，宣传新
政，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与孙洪伊等
组建“天津自治研究会”，组织学界总罢
课，率绅商学界代表赴京请愿，要求“速
开国会”。

宣统二年(1910)，温世霖被推为全
国学界同志会会长。全国掀起国会请
愿运动，温世霖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积极
投入。1月16日，各省国会请愿代表向
都察院呈递了第一次请愿书。23日，他
即与各界人士研究继续请愿方法，议决
以直隶团体的名义直接上书请愿，发动
各界签名，推举代表。5月初，他响应请
愿代表团的号召，发起成立直隶国会请
愿同志会支部，当选为干事长，兼交际
部干事。6月第二次国会请愿失败，他

又派人分赴各府组织同志会，更广泛地
发动人民群众签名。10月5日，他作为
请愿书的领衔人，率领数千群众到总督
署请愿，首开全国发动群众游行请愿之
端。继而参加国会请愿代表团第三次
请愿。翌年1月7日，被清廷以“扰乱地
方罪”发配新疆“严加管束”。

温世霖被发配新疆，一路上虽有巡
警押解，但沿途各地人民并不将他视为
罪犯，反而当作上宾。他经直隶（河
北）、河南、陕西、甘肃、新疆5省，历时近
半年，跋涉数千里，认真地考察，颇多感
慨，将耳闻目睹，逐日为记，记载了沿途
的见闻经历与社会，政治与经济，名胜
古迹与风土民情，还有各地的教育状
况，著成《昆仑旅行日记》。

因对清政府彻底失望，温世霖加入
同盟会，被孙中山等推举为新疆都督，
投身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返回天津，
任同盟会天津交通部长和国民党燕支
部总干事。民国二年（1913）他当选为
众议院议员，南下襄助孙中山，任广东
军政府参政（事）。

民国八年（1919），温世霖因著《段氏
卖国记》险遭暗杀。民国十二年（1923）
当选国会议员，因误投曹锟选票，翌年退
出政坛，从事教育及公益事业。民国二
十三年（1934）12月24日病逝。

本报讯（记者 曹翰）日前，北辰区
开展新冠肺炎疫情人群大规模核酸筛
查应急演练，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
任李洪东出席。

演练活动模拟在果园新村街某社
区，发现外地输入型新冠肺炎阳性病
例，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随即启动果园
新村街全员核酸筛查。演练中，居民

在工作人员组织下分批次进场，有秩
序的依次扫码登记，做咽拭子采样；工
作人员进行了样本转运、现场消杀等
演练项目，还进行了多种突发情况的
现场急救处置。

此次演练进一步提升全区大规模
核酸筛查能力，确保做到对疫情第一
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

本报讯（记者 殷碧琪）日前，甘肃
省庆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尚科锋
一行到北辰区，对接东西部协作社会
动员专项工作。区委常委、区委组织
部部长刘向峰陪同。

尚科锋一行先后来到北辰区党群
服务中心和北辰史馆进行参观，并通
过讲解员的介绍，观看视频、实物，与
党建机器人互动等多种形式，了解北
辰区党建和重点工作发展历程。

刘向锋对尚科锋一行表示欢迎，
他说，北辰区将继续强化财政资金支
持、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实
施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帮扶协作各项

目标任务落实落地，做好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
作，和受援地区一起，坚决完成好党中
央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

尚科锋介绍了庆阳市东西部协作社
会动员工作情况，并对北辰区长期以来
对庆阳市华池、正宁两县的支持和帮助
表示感谢，他说，我们要始终怀着感恩奋
进之心，牢记北辰人民的倾情帮扶，全面
落实好对口帮扶重点工作。

座谈会上，庆阳市与北辰区就乡
村振兴社会力量帮扶示范村建设、巨
菌草种植示范、人才培养交流和技术
引进等项目进行签约。

本报讯（记者 曹翰）7月22日，市
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专题宣讲报告
会在北辰举办，报告会以电视电话会
议形式举行，在各镇街、开发区设分会
场。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成
员、全体区级领导及全区各相关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区委常委、区委
宣传部部长周红蕾主持会议。

报告会上，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
讲团成员、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
长任吉东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为主线，围绕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大现实意义
和深远历史意义、提出的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要求、如何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

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等方面内容
作专题宣讲。

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把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发挥
“关键少数”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党员
干部真学细学深学，准确把握核心要
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与北辰区情实际紧
密结合，与全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
作紧密结合，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切实在保障改善民生、
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谋新篇开新局求实
效，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区
不懈奋斗。

本报讯（记者 殷碧琪）7月23日，
北辰区召开全国文明城区常态化建设
工作推动会，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
长周红蕾参加。

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集贤
里街政务大厅及文化功能室、安达里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云新里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地，并听取了
集贤里街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常态化建
设情况和相关经验介绍。

周红蕾强调，全国文明城区常态化
建设是我们推动各项工作全面上水平
的有力抓手和强大武器，各镇街要进一
步加强工作领导、统一调度指挥，成立
专项问题推动组，研究解决影响工作的
突出问题。要抓好社区环境综合整治、
辖区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千方百计办
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社区环境
在现有水平上实现实实在在的提升，共
创文明北辰、美丽北辰、幸福北辰。

本报讯（记者 曹翰）7月23日，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裘
地带队开展为公安民警、环卫工人等
一线职工“夏送凉爽”活动，副区长、公
安北辰分局局长于建政参加。

活动中，裘地一行首先来到公安
北辰分局，慰问长期奋战在一线的公
安民警，并送去了慰问品，感谢他们
冒着酷暑坚持工作，保卫北辰一方平
安，叮嘱大家注意劳逸结合，做好自
身防护工作。于建政代表北辰区全

体公安民警，对区总工会的问候表示
感谢，表示一定会继续发扬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的顽强拼搏精神，全
力做好治安防控、社会维稳等各项公
安工作。

随后，裘地一行前往区城管委，慰
问一线环卫工人，为他们送去了绿豆、
白糖、洗手液、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
物品，向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一线环
卫者致以崇高的敬意、诚挚的问候和
衷心的感谢。

本报讯（记者 王巍）日前，北辰区
召开2021年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全面
启动食品安全“十四五”规划，进一步
落实责任，加强监管，确保人民群众饮
食安全。副区长张炳柱出席。

张炳柱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深刻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意见》《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
制规定》，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要坚
持问题导向，持续深入推动食品安全工
作，提高政治站位，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迈上更高水平。

会议传达了市食安委2021年食
品安全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市食安
办对北辰区2020年食品安全工作评
议的考核结果。

加强东西部协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报告会在北辰举办

北辰召开文明城区常态化建设工作推动会

区总工会开展“夏送凉爽”活动

北辰区召开2021年食品安全工作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霍思宇 谭丽洁
温凡）红色文艺春风化雨，党史教育浸
润人心。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
辰区持续不断拓展学习教育载体，创
新形式、强化特色，开展建党百年主题
文艺展演、展出等活动，丰富党史学习
教育外在形式，让党史学习教育接地
气、有温度。

演出献给退役军人
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

为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彰显时
代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新成
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四周
年之际，天穆镇举办庆祝八一建军节
文艺演出，共叙战友情，共话强国梦，
共150余名退役军人参加。

为把党史学习教育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此次活动通过“艺术表
演+党史学习教育”形式，在退役军
人群体中传承红色基因、唤醒红色
记忆。北门医院津门利剑艺术团为
现场观众带来歌舞《在灿烂阳光
下》、联唱《颂歌献给党——东方红、
我的祖国、小康时光》、群口快板《建
党百年说北辰》、长征组歌片段《四
渡赤水出奇兵》等文艺节目，各个文
艺节目紧扣建党百年主题主线，集
中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
深情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大力唱响
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
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
主旋律，让大家在欣赏精彩文艺演
出的同时，体验到更加鲜活、生动的
党史学习教育方式。“离军不离党、
退役不褪色，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继
续发挥军队的优良传统和顽强作
风，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
走，为镇域各项事业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现场退役军人纷纷表示。

深情笔墨歌颂党
书画展览办在家门口

“红色书画展办在家门口，特意带
着放暑假的女儿一起来，从书画作品
中近距离感受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的礼赞，希望孩子接受文化熏陶
的同时，更加热爱党、热爱国家。”在
北仓镇御龙湾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里，不少家长带着放假的孩子参观
“百年华诞 铸就辉煌”优秀书法绘画
作品展。

北仓镇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新时代
文明实践相结合，围绕歌颂中国共产
党的光辉历程和新中国取得的巨大发
展成就，面向镇域书画爱好者广泛发
动、广征作品。经三轮审核，共75件作

品脱颖而出参与展示，涵盖书法、国
画、儿童画、农民画、瓷盘画、剪纸、篆
刻等多种艺术样式。书画爱好者们用
饱蘸深情的笔墨歌颂党的光荣历史和
丰功伟绩，展现共产党人大公无私、敢
于担当的光辉形象，描绘中国建设发
展成果，赞美幸福美好新生活。让镇
域居民从中汲取营养、凝聚力量，更好
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党的精神血脉。

基层文化巡演
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千家万户

“文艺轻骑兵基层巡演是学习宣
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具
体实践，通过丰富多彩文艺展演把党
的创新理论送到千家万户，用文艺凝

聚磅礴力量，激发广大群众不忘初心
感党恩、坚定不移听党话、牢记使命跟
党走的信心决心。“区文化馆相关负
责同志介绍说。日前，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北辰区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
进基层文艺演出活动首场演出来到双
环邨街佳园南里社区。

活动现场，经典红色歌曲《绣金
匾》、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朝霞映
在阳澄湖上》、长号演奏《歌唱祖国》、
合唱《共筑中国梦》等主题鲜明、形式
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文艺演出走心
深情，感染力极强，现场掌声雷动。整
场演出用红色文艺带来的沉浸式体
验，让党史学习教育接地气、有人气，
让广大党员群众从中感受到红色文艺
精品的魅力。

本报讯（记者 王巍 通讯员 田娟）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开展
以来，20名北辰医疗专家先后奔赴华池
县开展健康帮扶，架起了沟通东西两
地、连接党政民心的桥梁。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医务工作

者。我想把健康带给更多的老区人民，
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来帮助更多患
者。”来自北辰医院的医生刘丹，已在
口腔科临床实践了13个年头。一年前，
她主动申请来革命老区华池，在华池县
中医医院口腔科开展健康帮扶。

到华池县中医医院口腔科后，刘丹
先后开展过低位阻生齿拔除术、牙龈瘤
切除术、齿槽骨整形术、唇部肿物切除
术、唇部及舌部粘液囊肿切除术等多项
手术，帮助填补了当地医院口腔科业务
上的空白。

深知帮扶时间有限，刘丹努力通过
“帮传带”方式帮华池县中医医院口腔
科组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上班期
间病人多，没有时间培训指导，刘丹就
利用下班后的休息时间，帮同事们提高
业务能力。“第二天的手术，刘丹医生头
一天晚上就开始为大家培训，手术需要
做哪些准备工作、手术过程中应该注意
些什么，都一一交代。手术后还会让大
家通过写笔记方式，记录下心得体会以

及对病人情况的掌握。刘丹医生还帮
助我们规范了医院口腔科牙体牙髓病
及牙周病的诊疗操作规范，有效提高了
口腔科整体诊疗水平。”华池县中医医

院口腔科主任葛润说。
在刘丹的帮助指导下，华池县中医

医院口腔科年轻医师们的诊疗水平有
了很大提高。这当中最得“实惠”的要

数天天跟着刘丹学习的杨芙蓉了。口
腔科就诊患者中，少年儿童占比较高，
孩子们对于看牙的恐惧心理对口腔医
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刘丹每次
都耐心疏导，亲切的态度、和蔼的笑
容，和孩子逗趣地交谈，都给杨芙容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前和看牙的小朋
友沟通是我头疼的问题，这一年来，一
直看着刘丹老师如何和小患者沟通，
怎么让诊疗过程氛围轻松。她还总是
耐心进行临床操作示范，根管内如何
封药，拔牙的手法还有门诊手术的技
巧等，在刘丹老师‘手把手’教学指导
下，我学到很多，现在对自己的医疗水
平更有自信了。”华池县中医医院口腔
科医师杨芙蓉说。
“人可以离开，但技术要留下。”帮

扶让刘丹更深感作为医务工作者的担
当和责任。通过发挥自身专业特长，把
先进理论及工作经验带到华池医务工
作者身边，为当地人民群众的健康、为
当地医疗发展出一份力，刘丹感到无比
值得！

真情援助践初心 对口支援“传帮带”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