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好党的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天津·和平红色印记小贴士（十八）

中共顺直省委机关遗址
位于和平区山西路原耀华里2

号（原建筑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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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岁月沿着东方古国的风情交汇，在光阴内外书写华夏
文明,伴随着红色的印记。

从步履蹒跚开始,在血雨腥风的洗礼中前行,奋起的脚步
孕育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走过了100
年。让一种精神，印下了那属于她的独特的印迹，在一艘画舫
上诞生的信仰，注定谕示着她的坚毅；用嘹亮的声音向世人宣
告，如同一盏明灯，冲破漫漫长夜的黑暗，像初升的朝阳，给沉
睡的大地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可以静静地读100年的故事。100年的风风雨雨，100年
的励精图治，划破夜空的星在东方闪烁：一把锤头和一把镰刀
让中国革命史翻开崭新的一页，让伟大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
方。从战争走向和平，从打破一个旧世界到建设一个新世界，
从党诞生的那一刻起，中华大地就有了一群引路人，中华民族
就有了更加挺拔的脊梁骨，冲破了黑暗的灰烬。

一百年的风雨春秋，走过初创时的艰难，走过北伐战争的
洗礼、土地革命的探索，走过抗日战争的硝烟、解放战争的炮
火，走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征程。一
次次实现历史性的抉择,让中华民族的复兴梦逐渐成为现实。
不管是雪山草地还是大渡河的霏霏雪雨，不管是井冈山太行山
的腥风血雨，不管是延安窑洞的斜风细雨。一个政党的辉煌历
史，是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是坚
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一切困难、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一次
又一次，如同母亲一样的党啊，领导中国用实际行动实践着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宗旨，我们会想起那一个又一个气壮
山河的名字。他们把信仰看的比生命更宝贵，用诺言、用双手
托起明天的太阳，用奉献拓展一种情怀。

回顾历史，是缅怀党的光辉业绩，着眼未来，东方巨龙的雄姿
让世界瞩目，面对党旗，我举起手臂，再一次大声宣读一遍入党誓
词，短短的80个字，让我体会其中的含义、要求，任重而道远。

100年的征程是一部奋斗史，从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起航，
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从一二十个年轻人开始，携起了广大工
农和各个正义之士的手，以坚韧的品质发展，顶住了国内外的
各种压力乃至压迫，撑起了共和国的一片天空，带领56个民族
走进了幸福和民主、走进了新时代。

踏着光阴的节拍，穿越岁月时空，我们迎着火红的七月行
走，让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展现着信念与理想，照耀强国之路。
历史的长河因此而波澜壮阔，豪情万丈，用一支巨笔描绘出一
幅幅崭新的画卷。

映着大海，一声呼喊托起了地平线上一轮不落的红日，一
百年的光辉历程，走出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二万五千里长
征、遵义会议、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一代代的伟人，一代代
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每一个生死关头，带领人民都能获得成
长，那些真正的英雄，捍卫了生命的辉煌，用血与火熔铸的铁
锤、银镰砸碎没落和陈旧，将“七一”厚望转化成拳拳之心，用燃
烧的生命之火，在各自的岗位上书写着火红的誓言，走出了一
条亘古不变的真理。

一百年，可以写一部长篇巨著，一百年，可以汇成烟波浩渺
的光阴之河。当那饱蘸着革命者和建设者鲜血的火红的旗帜随
风飘扬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坚实的臂膀和温柔的胸怀，史书里
记载的无数的革命先烈，他们用血肉之躯把我们多难的民族抱
出了地狱，送上了幸福大道；他们用拳拳赤子之心，抹去了祖国
凄苦的眼泪；他们用拳拳赤子之心,换来了母亲幸福的微笑。

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上的中国呀，从一个军阀混战的国家，变成
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国家，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欣欣
向荣的国家，从一个备受列强欺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在国际上享
有崇高地位的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带领中华民族一
路走来的真正意义，这是中国人民所向往的美好和幸福。100年，
这是一个时间的结点，这是继续前行的起点，它永远永远都铭刻在
炎黄子孙的心里。党啊，我伟大的党啊，100年，这是一个欢呼的
日子，是一个庄严的日子，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100年意蕴就是生命的象征吧，当日子的芬芳渐渐升起来
时，岁月便开始摇曳起来，阵阵清香从日子的连接处渗出着，有
序地排列，让我又一次看见无限悠远而静谧的春天。

100年的故事，因那些拼搏、不屈的细节起伏而舞动。

那些历史筑牢100年的路
胡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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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华的南京路与山西路的东南一隅，
这里是耀华中学，一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
校。它凝重深沉的建筑风格在都市鳞次栉
比的高楼掩映中，仍旧引人注目。2003年，
耀华中学历经改扩建，在原有的基础上，成
就了如今的风范——典雅又古朴。年轻人
记住的是它现在的模样，但有些上了年纪的
天津人或许还记得它早年的细部格局。笔
者听一位老市民讲，耀华游泳馆在2003年
的扩建以前是没有的，那里曾经名为山西路
耀华里，是一片里弄式住宅，一长溜的二层
小楼。其中，耀华里2号就是1927年中共顺
直省委机关所在地。
“顺直”是一个历史沿袭的地名。在清

朝时期，它的管控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
京、天津、河北，清代曾经设直隶省和顺天
府，此后人们就用“顺直”来称呼这一地区。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曾于此建立“顺
直省委”——中共中央在北方建立的第一个
省级机构。其重要任务是，贯彻党中央的决
议，整顿党组织，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
指导各地工作。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
京逮捕并绞杀了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员，
疯狂镇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

中共北方区委遭受严重破坏。据统计，从
1926年11月至1928年1月，仅中共天津地
方党组织就连续9次遭破坏，100多人被捕，
2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惨遭屠杀。李
大钊等人的遇害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
区委遭到严重的破坏，北方的党组织失去了
领导中枢。为了解决北方党的领导问题，在
党的五大以后，中央决定派彭述之到天津筹
备组织中共顺直省委，领导北方党的工作。
顺直省委的工作范围一度包括北京、天津、
山西、陕西、东北三省、绥远、察哈尔、河南北
部、山东西部等。
1927年5月下旬，陈为人到津，在英租

界小河道集贤里6号召集秘密会议，传达中
央决定。经过讨论，决定先成立顺直临时省
委，由刘伯庄代理书记。临时省委成立后，
首先整顿组织，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
指导和推动各地的工人运动。

1927年8月1日，彭述之到津。中共顺
直省委在天津正式成立，由彭述之任书记，
省委机关就设在耀华里2号。刘伯庄任组织
部长，李季达任宣传部长，陈为人任职工部
长。从此，北方地区的民众在顺直省委的领
导下，开始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展开
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有必要交代一句的是，顺直省委建立
后，天津地委改为天津市委，由李季达任书
记，粟泽、彭真分别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顺直省委自成立，一直到1930年12月
29日改组为河北省委。其间，我党的革命志
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事
业贡献了青春乃至生命。当时情势紧张，在
国民党当局和军阀的残酷镇压下，革命队伍
中有些贪生怕死之人会变节投敌，出卖同
志，使大批的党员和进步群众被捕、被杀害，
给党造成重大损失和危害。因此，惩治叛徒

是当时保卫党和革命的一项重要和紧迫的
任务。

这期间，曾经发生了一起轰动天津的
“首善里案件”。时任省委秘书长的郭宗鉴，
同时也是锄奸队队长，负责惩治党内叛徒。
这时，曾经担任顺直省委书记的王藻文和省
委委员李德贵叛变了革命。由于他们知道
太多的关于党的机密，为了保卫党组织，必
须采取果断措施。根据党的指示，郭宗鉴带
领两名锄奸队队员于1929年 5月 31日凌
晨，在西开教堂后的首善里5号对他们进行
了正义的判决。叛徒李德贵当场被击毙，但
王藻文一息尚存。这就是“首善里案件”。
王藻文临死前见到了原是地下党员的妻子
张建生，告诉她是郭宗鉴带人开的枪。张建
生于是叛变革命，向敌人告密，出卖了同
志。6月间，国民党当局勾结帝国主义，根据
张建生提供的线索，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彭
真、金城、詹大权等党的负责同志先后被
捕。6月 9日，郭宗鉴在河北区委机关被
捕。敌人对这次大逮捕行动的“成功”非常
满意。同年7月18日的《大公报》曾登载新
闻，标题为“奖励破获共党出力人员，公安局
长、警得奖一千元；法、日探长各赠银盾一
座”，新闻的内容提到赠予法探长的银盾上
刻有“同心同德”的字样，赠予日探长的银盾
上刻有“热心公益”的字样。这正是国民党
反动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镇压共产党革命
的罪证。在顺直省委从建立到结束的三年
多时间里，由于当时北方党所处的复杂局面
和艰苦环境，省委机关遭到多次破坏，省委
领导机构也经历七次大的改组和调整。但
广大党员和干部面对残酷斗争，前仆后继，
不屈不挠，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
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昔日的革命故地，如今的蓬勃校园。耀
华中学的师生们幸福地徜徉其间，不由地会
追忆起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怀想起他们的
丰功伟绩。当革命旧迹消逝在岁月里，不要
怅然，也不必忧虑，一座恢宏的精神丰碑已
然在后人的心中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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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贯长虹追求真主义

山西路原耀华里2号现状

一百年前的漫漫长夜里
镰刀和锤头撞击着 撞击着
火花四溅 铺展蔓延开来

许许多多的火种
肩负着伟大使命 浴血寻路
使华夏大地春天永驻
新时代 新世纪

火种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放眼神州 活跃着9千多万颗火种
他们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他们是我们身边可亲可敬的亲人

改革开放有他们
脱贫致富有他们
超级工程有他们
中国智慧有他们
一带一路有他们
抗击疫情有他们

保家卫国有他们……
他们是百姓的主心骨
他们是事业的领头人

他们是中国永远挺立的脊梁

共产党员的感人事迹数不胜数
就像满天繁星

英烈劳模 共和国功勋 感动中国人物
他们金子般的精神
撞击着我们的心灵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火种
点燃着时代的希望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上 冲锋在前
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此时 一个声音从心底里涌起——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火种
魏哲光

你是我的上善之水
雨露 阳光和空气

真草隶篆
书写不出

你的谦和深邃 磅礴大气
唐诗 宋词 元曲
吟唱不尽

你的唯美 你的瑰丽

无论走到哪里
我思乡的脚步

都会在七月的第一天驻足
仰望东方 霞光晨曦
那份期盼与眷恋

如火如炬 如潮如旗

100载建党 颂歌悠长
我与你休戚与共 不舍须臾

党在哪里
家乡就在哪里
党在哪里

我的心就在哪里
心 就在哪里

献给党
伊文领

崔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