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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和平红色印记小贴士（廿三）

周恩来主持顺直省委扩大会

议期间在津活动地遗址

位于兴安路原201号、独山路

原大吉里31号、哈尔滨道原48号

（原建筑已不存在）

好文共赏

我们的节日 教师节

教师节抒怀
通明

三尺阶台付苦辛，传经授教指迷津。

书山阐拓青春献，学海横拼血汗沦。

废寝忘餐开智慧，释疑解惑耗残身。

蚕丝吐尽滋桃李，蜡炬成灰笑育人。

献给老师
师晓安

一届新生换旧生，循循善诱启童盟。

殷勤不觉园丁苦，桃李芬芳自满城。

教师节
诸葛瑞英

清水黉门授业精，春风化雨锦麟呈。

杏坛岁月侵霜鬓，李杜孙刘诲后生。

感恩老师
田恩来

三千桃李寒窗下，万卷经书伴际涯。

雪鬓暮年培嫩蕊，丹心热血润新华。

咏粉笔
金连松

消磨素面落尘埃，不对妆台对讲台

甘苦无言期教化，粉身换得栋梁材。

教师节有感
张玉振

心怀大志育良才，手捧新苗种未来。

三尺讲坛书问惑，栋梁天下鬓眉皑。

即日有怀
杨卓

人颂先生不简单，慈怀苦口树三观。

当年戒尺今时鉴，俯仰之间德广安。

赞师者
薛韵寰

勋业一生崇孔孟，讲台三尺数年轮。

多情育德乾坤永，矢志推贤秀木莘。

教师节寄语
谢允

好雨随风霖塾舍，心丝润物化春黎。

光阴百代焉然去，始见芳桃李树萋。

教师节随吟（三首）
李鸿国

（一）

一烛红芯任泪流，窗明夜半字斟修。

芳华李下成蹊径，霜笔流年染白头。

（二）

益路津泉陇上流，红船光照助苗修。

十年长得参天树，合水乐蟠桃李酬。

（三）

青竹岚云万仞参，不忘老竹黾于探。

且将学养予新第，吐尽心丝也作蚕。

园丁颂
于军

教坛风雨数春秋，俯首甘当孺子牛。

敬业耕耘挥汗水，辛勤奉献苦追求。

化成蚕茧丝方尽，愿为人间产锦绸。

桃李满园丰硕果，和谐发展喜心头。

情寄古韵诗词 心感如海师恩

卫生与健康

画坛深耕 园丁笔下的丹青世界

《题西林壁》

和平区鞍山道小学 陈曦 书

《书香雅韵》

耀华中学 翟福泽 绘
《谁言寸草心》

耀华嘉诚国际中学 刘同彬 绘

《惠风和畅》

和平区教师发展中心 李矛 绘

《安贫乐道》

和平区教师发展中心 徐凌云 绘

讲好党的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1928年冬，大革命失败的阴影仍笼罩
着天津城。北方党内由于受到“左”倾机会
主义路线的干扰，党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
坏。党中央派出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由上海来到天津，整顿
顺直党组织。

1928年12月11日，周恩来化装成商人
乘轮船来到天津。地下党员徐彬如到码头
迎接周恩来并一起来到长春旅社(现滨江道
117号)，这是党的一处秘密交通机关。稍事
休息后，天津地下党组织在日租界的北洋旅
馆(兴安路原201号)给周恩来安排了住处。

周恩来此次来津，肩负党中央的重托，
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六大
精神，整顿顺直党组织。顺直省委的负责人
考虑周恩来旅途疲劳，准备翌日再作汇报。
周恩来坚持当晚就听取他们对顺直省委情
况的汇报。此后，周恩来每天都把时间排得
满满的，调查了解情况，征求各方面意见。
在短短几天里，听取了张家口电灯公司和铁

路系统同志的意见，参加了天津纱厂、天津
胶皮车支部座谈会，出席了有基层支部书记
和省委工作人员参加的联席会，并四次接见
顺直省委和天津市各方面负责人，听取他们
的意见。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周恩来初步摸
清了顺直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对顺直党组织
的广大党员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说顺直
党的基础一部分落伍可以，说全都落伍并非
事实，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
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
新同志，来继续不断地改造顺直的党，逐渐
地产生新的斗争。”

对顺直省委存在的错误思想，周恩来做
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尤其是对顺
直省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他多次找他们谈
心，解决他们的思想认识问题。在他的帮助

下，顺直省委的领导干部很快统一了思想。
为了教育顺直全体党员，周恩来又在顺直省
委刊物《出路》上发表《在改造顺直党的过程
中几个问题的回答》一文，表达了他对解决
顺直省委问题的基本想法。

经过周密的准备，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
议决定月底召开。这时北平、张家口、唐山、
石家庄等地代表陆续来到天津，住在长春旅
社。会议地址选在法租界老西开大吉里31
号的两间平房里。这是上海地产公司新盖
的两排平房，地处英、法租界边缘，不远处是
法国教堂，与墙子河相邻，是一个便于疏散
而隐蔽的地方。

1928年12月底，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
议正式召开，43名代表与会。会议由陈潭
秋、刘少奇轮流主持。周恩来用三个半天的

时间在会上讲话和解答问题，他在题为《当
前形势和北方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中，阐
明当时国内革命形势正处于两个革命高潮
之间的低潮，指出“左”倾盲动主义是当前党
内的主要危险倾向。

党在白区主要任务是积蓄力量，以待时
机，争取群众，开展斗争，迎接革命新高潮。
周恩来平易近人的工作和具有很强说服力
的讲话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与会同志都
想跟他说说心里话，哪怕是受到他的批评，
心里也觉得暖烘烘的。在解答问题时，他总
是很认真地听同志们讲完，然后针对问题的
实质进行剖析。对于原则问题，他从不让
步。与会代表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教
育。会上，陈潭秋、刘少奇也做了发言。最
后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任务和党务、农
运、工运、济难、青年工作等决议案，并选举
产生了新的顺直省委。会议期间，为了安
全，周恩来的住处又转移到法租界佛照楼旅
馆(哈尔滨道原48号)。大会结束后，周恩来
在佛照楼旅馆住处召开了顺直省委首次常
委会，对顺直省委工作做了分工。

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顺直省委扩大会议，
在北方党史上被称为“北方党组织复兴的新
纪元”。它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大革命失败后
顺直党内的矛盾问题，树立了一个用教育方
针纠正党内不良倾向、解决党内纠纷的典
型。这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力
地推动了北方党的工作，使顺直省委及时地
克服了大革命失败后所出现的仿徨、徘徊及
摇摆不定的混乱状态，使党组织得到迅速发
展。到1929年五六月间，全省共有党支部
104个，党员1900余人。1929年仅在天津，
较大的群众斗争就发生了13起。在党的领
导下，顺直地区工人斗争重新崛起，农民革
命浪潮风起云涌。 刘颖/文

化解党内矛盾 迅速发展组织
周恩来曾来津主持顺直省委扩大会议

那年去江南，我的第一站是无锡，荡舟太湖后，就去惠山
寄畅园看一看。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到一处都寻访那里的
茶舍，听说寄畅园的嘉树堂和清御廊东北角的大石山房茶室
是喝茶的好地方。

走进寄畅园，古树、幽谷、山石、泉声使人如入自然山野。
从惠山引来的泉水随高低不同的山势跌落下来，潺潺有声叮
咚作响。寄畅园属依山的园林，南北长，东西狭。园景布局以
山池为中心，巧于借景，混合自然。假山依惠山东麓山势作余
脉状。又构曲涧，而郁盘亭廊、知鱼槛、七星桥、涵碧亭及清御
廊等则绕水而构，与假山相映成趣。园内大树参天，竹影婆
娑，苍凉廓落，古朴清幽。以巧妙的借景，高超的叠石，精美的
理水，古老的建筑，在江南园林中别具一格。

寄畅园，原是北宋词人秦观迁到无锡的后裔建于明中期
的山麓别墅，传至第三代园主时，又再造园景。园名是王羲之
“寄畅山水荫”诗句之意，便题名为寄畅园。

我看着这已有四五百年光景的园林，心里便感慨时光飞
逝。在清康熙时当过苏州、江宁织造的曹寅就曾受寄畅园少
主人、翰林公秦松龄邀请，在这园里吃茶，题诗。曹寅在《月夜
舟泊惠山过秦园》作诗道：直为梁溪一系船，夜山风露共苍
然。行来钟歇空园里，坐觉茶甘秋树边。池影低枝多宿鸟，月
明此处却闻泉。畦丁款客浑常事，应怪深宵数笠圆。

曹寅第二次受主人暑月的邀请去寄畅园，正值夏季，又吟
了首《惠山题壁》：合抱枫香老桂枝，卧云堂上旧题诗。兹身久
分无丘壑，可慕秦家濯足池。康熙南巡竟七幸寄畅园，接驾处
便是曹寅吃过茶，题过诗的卧云堂。

这里有自然的山，精美的水，凝练的园，古拙的树，巧妙的
景。难怪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时曾多次游历此园，并且多次题
诗，回到北京后，在颐和园内的谐趣园，圆明园内的廓然大公
（也称双鹤斋），仿建了无锡惠山的寄畅园，足见其对寄畅园的
钟爱。

清御廊是一段近水廊，借着锦汇漪的水光和廊边的几丛
修竹，便显得分外窈窕。走进大石山房，见用旧的木窗棂隔出
了几个雅座，挂着湘帘，放了些古旧桌椅。

我在屋外的茶座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坐下，茶桌古朴，茶椅
舒适。我点了一杯“太湖翠竹茶”，品着茶，环顾四周，环境幽
静，不时有鸟欢鸣着从头顶掠过。喝茶不只是解渴，也是喝一
份心情。我喜欢这样的时光，这样的闲散，没有烦恼，没有纷
忧。在这种古朴幽雅的氛围中，最能勾起怀旧思绪，而发思古
幽想。

我觉得，吃茶是种从感官到心灵的享受，然而真要吃出茶
那种隽永的韵味，却又不全在茶中，功夫是在茶外。茶泛着清
香，风里也夹杂着草木的味道。浓郁的枝叶遮挡了阳光，只落
下点点斑斓。

我想着，生活就该有这样的闲暇，让心静下来，体味一下
自然之趣吧。

吃茶寄畅园
宗学

夏去秋来，天气转凉。又到了一年果蔬大丰收的季节。
面对品类繁多的食材，如何选择搭配才能更有益于身体健康
呢。下面告诉您秋季应多进食的几品类食物。

1.润燥安神的食物

秋季气候干燥,夜晚虽然凉爽,但白天气温仍较高,所以根
据“燥则润之”的原则,应以养阴清热、润燥止渴、清新安神的
食品为主,可选用芝麻、蜂蜜、银耳、百合、乳品等具有滋润作
用的食物。

2.平补类的食物

秋季为人体最适宜进补的季节,以在冬季到来时,减少病
毒感染和防止旧病复发。秋季进补应选用“防燥不腻”的平补
之品。具有这类作用的食物有茭白、南瓜、莲子、桂圆、黑芝
麻、红枣、核桃等。

3.健脾胃的食物

苦夏的煎熬,有“入夏无病三分虚”的说法。秋天人们脾
胃普遍较弱，养生要注意调理脾胃,多食用清热、利湿、健脾的
食品,使体内的积存湿热排出,以有利于脾胃功能的恢复。健
脾胃的食物有山药、扁豆、栗子、大枣、牛肉、山楂等。

4.汤水类的食物

秋季空气干燥,把进补的物品制成汤水食用比较适宜。
一般人宜用食补,即选择新鲜的白菜、萝卜、莲藕等加入鱼、肉
等做成汤,如花生鸡爪汤、莲藕牛肉汤、菠菜猪肝汤、萝卜排骨
汤等。

和平区疾控中心供稿

秋季果蔬丰
养生正当时

佛照楼复原图

《清香“荷萍”》

天津市第11中学 王涛 绘

《教师赞》

新华职大 张同明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