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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和平红色印记小贴士（廿四）

首善里锄奸地遗址

位于和平区昆明路原首善里

5号（原建筑已不存在）

之文苑津

诗笺

讲好党的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酷暑盛夏，蝉鸣蛙声，总有一番燥热蒸
腾着。然而，当我悠然漫步在鹅卵石的曲径
上，轻盈地徘徊于柳枝摇荡、雾霭氤氲的美
景中，一汪汪荷塘总会使我伫立遥望。每每
信步于小桥流水间，仿佛踏入一方净土。荷
叶叠嶂，一池清波，荷花婷立，婀娜娉婷，摇
曳出徐徐清香。心慢慢地静了下来。

我喜欢莲花，尤其喜欢白色莲花。因为
净白的莲花能把莲的纯洁演绎得超凡入
圣。每逢雨后，我都注意观察，大大小小晶
莹剔透的水珠在肥硕碧绿的荷叶上尽情翻

滚，轻易不愿落下。遇微风荡起，水珠才顺
着叶边缓缓滑落。也有的水珠撒欢儿似地
涌入凹碟形的叶心凝成一汪清泓。雨后，蜻
蜓喜欢栖在含苞欲放的莲花蓓蕾上，可见蜻
蜓们也赏不够莲花的娇丽，着实地应了那句
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眼
前，真真一副迷人的荷塘月色，水墨丹青。

莲花，历来被人们尊为神圣洁净之花，乃
花中君子。自古文人墨客都愿赞美咏叹，把
莲花誉为洁身自好、清净超然的象征。宋代
文学家周敦颐在名篇《爱莲说》中明确表达了
对莲花的喜爱:“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
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
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不仅
婀娜多姿、亭亭玉立，有孤婉水中之天然独
美，还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她身
处污浊泥泞却不同流合污；她庄重质朴，不哗

众取宠；她特立独行，正直磊落不苟。
赏莲思廉，莲廉相连。不禁使我联想起

人若如青莲，定是唯品性清廉。人是要讲人
格魅力的。人格魅力是一个人内在的优良
品质、道德秉性的综合体现。人若保持人格
上的清丽廉洁，那么就要像莲花一样洁白无
瑕、独善其身。

其实，人生实乃一名利场。人在物欲横
流的滚滚红尘中沉浮，就算心静如止水，也
很难觅得一处能任个性翩然，一尘不染的空
间。这就需要人们要有莲花的高洁清韵，在
权力、富贵等利益诱惑面前，不随波逐流，而
选择出污泥而不染。这样才能在人生路上
不偏不倚，走出自己的端庄大气，彰显出高
尚的品性和修养。如若苟且贪占，终会惶惶
不可终日。

当然，我们也无须佯装清高，愤世嫉俗，

孤芳自赏，而是要坚守做人的底线，坚守人
性和党性原则，坚守自己的一份气节。我们
都生活在凡俗尘世间，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人皆有之。和平年代谁不愿意活得风风光
光，但要凭自己的辛勤刻苦，凭借背后超常
的努力，而不是巧取豪夺、贪污受贿、蝇营狗
苟过活，甚至一步步滑向难以自拔的深渊。
古人云：“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

甘心。”实乃在告诫为官者要耐得住寂寞，要
守住甘心清贫的为官之德啊。我们还要常
怀律己之心。律己最根本的是修心正心。
而为官者要坚守“廉洁”这个基本操守，常思
贪欲之害，勿越雷池。
莲之所以美丽，是因其洁净傲然。为官者

心怀坦荡，是因其清廉无愧。莲圣洁不苟的灵
魂，成就了她洁净淡雅之美。莲之高风亮节，
值得人们用心去品味揣摩，去思索感悟啊。

廉乃莲之韵 赏莲亦思廉
焦海梅

1928年6月，国民党新军阀代替奉系军
阀在北方的统治，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天津
革命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在敌人的两面政
策下，顺直省委党内不少党员在思想上出现
了混乱，有些党员对国民党从革命变为反革
命的认识不清，有些党员革命意志薄弱，贪
生怕死，投敌出卖组织和同事，这使党组织
多次遭到极大的破坏。

1928年12月，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
后，党内矛盾基本得到解决，党的工作逐渐
走上正轨。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严峻
的斗争形势下，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仍
面临着一些复杂的问题。

1928年10月至1929年上半年，曾担任
顺直省委书记的王藻文，因不满中共中央撤
销其中央委员职务的决定，伙同曾担任省委
委员的李德贵从事破坏党的活动，对天津党
组织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原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王藻文本是张家
口火车站的一名工人，参加革命后，1926年
到天津任天津市总工会主席。1928年初，

王藻文被选为中共顺直省委书记，但由于
其对党内矛盾的形成、党的组织和工作软
弱涣散状况负有相当的责任，因此在1928
年 7月的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上落选。对
此，他很是不满，开始处处和组织闹对立，
利用各种手段泄私愤。李德贵，原是天津
纺织工人，大革命期间参加工人运动，后来
也当上了顺直省委委员，由于本身流氓无
产者的习气加上王藻文等人的影响，二人
沆瀣一气，勾结到一起。10月，中共中央
根据王藻文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决定撤
销其中央委员职务，留党察看六个月，调离
顺直。王藻文得知后更加不满，活动也更
加肆无忌惮。

当时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的条件极为
艰苦，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的生活十分困
难。王藻文、李德贵二人为满足私欲，根本
不考虑组织上的困难，不仅不干工作，还一
天到晚向组织伸手要钱，向其他同志要钱借
钱，从来不还。没有钱给，他们就张口大骂，
甚至把同志们的衣服扒去卖钱。党组织领
导曾多次找他们谈话，指出其错误行为的严
重性，希望他们尽快纠正，为了帮助他们，党
组织还决定出一些钱让他们做点小买卖，既
可以维持生活，又可以此为掩护。然而他们
却屡教不改，更加为所欲为，以后甚至发展
至擅自闯入党的各地下机关，公开讹诈和偷
卖用具。中共顺直省委为避免出现意外，曾
几次搬迁机关。

在党组织遭到严重威胁和被破坏的危
险情况下，为保护地下党组织及全体党团员
和骨干群众的安全，顺直省委决定采取果断
措施，铲除这两个败类，以消除隐患。经请
示中央同意，顺直省委派省委秘书长兼锄奸
队长郭宗鉴亲自执行。

1929年5月31日凌晨4时，郭宗鉴率领
锄奸队员郑丕烈以开会为名，将王、李二人
引至法租界老西开教堂后砖瓦路首善里5
号院内，对王藻文、李德贵执行枪决。李德
贵当场毙命，王藻文受重伤，随即叛变。听
闻枪声，法租界巡警立即包围现场，此事当
时轰动津城，被称为“老西开凶杀案”。闻讯
赶到的王藻文之妻张建生（中共党员）和李
德贵之母也背叛革命，向敌人提供了许多党
的组织和地下党员的活动线索。随后天津
国民党反动当局勾结帝国主义在全市开展
了大规模的搜捕。至6月上旬，天津党组织
负责人彭真、金城、詹大权等20多名重要干
部和党员被捕。另外，刚到天津的顺直省委
书记卢福坦、省委秘书长王奇岳等也先后被
捕。中共顺直省委和党组织遭到最为严重
的一次破坏，所有被捕的共产党员都被关进
了河北省第三监狱（红桥区小西关天津监
狱，现为天津市人民医院所在地）。

在刑讯室里，敌人用尽轧杠子、坐老虎

凳、大杆香烧等酷刑，企图撬开郭宗鉴的嘴
巴，获取党的秘密。郭宗鉴始终守口如瓶，
表现出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气节。伤痕
累累的郭宗鉴拖着沉重的脚镣，被法警架扶
到法庭，接受所谓的“审判”。法官要求他讲
出自己的“罪行”。郭宗鉴厉声答道：“惩治
叛徒是我们党内的事。”法官凶狠地说：“胡
说，你危害了党国……”郭宗鉴轻蔑地冷笑一
声，面向旁听席说道：“请大家看一看！他们
用大杆香把我烧成这样，还有一点人性吗？”
他一边说，一边撩开衣襟，露出身上化脓的伤
口。现场顿时哗声一片，旁听群众纷纷表示
抗议。法官只好宣布休庭。继续开庭后，法
官问：“你愿不愿意改过自新？”郭宗鉴毅然答
道：“我无过可改，我没有错。”法官威胁道：“那
你可会白白送掉性命。”郭宗鉴大义凛然：“杀
掉一个人，千百万人站起来！他们的前途就
是我的前途。”最后，法庭以“预谋杀人罪”，判
处郭宗鉴两个无期徒刑零九年有期徒刑，羁
押在河北省第三监狱。 刘颖/文

首善里锄奸保护党组织
红色锄奸队队长郭宗鉴为革命献身

编者的话：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的《秋词》堪称咏诵秋天的名篇。金

风送爽，从夏天走进秋天，它是个收获的季节；从秋天走向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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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西沽观秋荷
李鸿国

赊些雨滴沐新妆，翠绾青蓬玉籽香。

岸柳垂探湖底事，有无情种藕丝长。

咏秋
诸葛瑞英

杨柳倾堤倚挂天，临塘翠鸟伴鸣蝉，

金风送爽池清澈，秋韵留香藕米鲜。

立秋写意
谢允

暮韵夕辉秋色近，温风煮雨洗窗纱。

疏桐叶下蝉声醉，矮榭苔深雀语嗟。

晓露沾襟霜覆柳，昏阳照野木栖鸦。

蒹葭浅水扬蒲絮，满挂藤萝伴紫花。

秋兴

杨卓

秋虫唤我赶山梁，得意轻吟白露光。

点水蜻蜓无觅处，凌烟树色渐收藏。

黄花已盼苍风烈，红叶非关斜日狂。

不憾潺溪空侯月，只因雁阵戏云裳。

秋
薛韵寰

促织声声唱晚凉，清风寂寂绕篱墙。

鬓边已是闲云絮，枕畔仍多皓月霜。

浣溪沙·秋怀
田恩来

落叶梧桐啼晚鸦，萧萧枫柳又飞花。

新凉清露透窗纱，遣兴醉来寻听雨。

感时秋吹品煎茶，诗情一笑寄天涯。

撷芳词·咏秋
周同顺

西风起，秋雨靡，落英满地随消碎。

依窗户，听珠吐，袅袅余音，似琴声诉。

临池美，书山醉，古稀逸致闲情慰。

听花语，养心绪，赋诗游旅，老来何暮。

满江红·月近中秋
付昱

月近中秋，又一度，凄凉时节。

不忍看，黄花落处，相思愁绝。

萧索故园人去后，几番月轮自圆缺。

晓镜里，犹暗锁眉头，如新诀。

忆年少，轻轻别。秋心上，共愁叠。

更酒醒梦断，离恨难觉！

忍读旧笺方一字，已作心底万千结。

料此生，应长误佳期，负花约。

秋日未及菊花黄

雅客寻兴赛诗忙

青春年少时，精力旺盛得往往外溢。
就连赏花也要特意为之。选自己所爱

之花盛放的时令，选个赏花的好去处，选三
五个投脾气的伙伴儿，选个适宜出行的交通
方式，再选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选一身适合
拍照的衣服，如此种种。

人到中年。若赏花的事搁到现在，别说
去做，单是想一想，就能感觉到疲惫。

挑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源于内心执
着追求的完美。如今，不去强调赏花的种
种，并非阅尽万千风光，失去了品味之乐。
反之，岁月交与阅历，让我们的眼中，不止

花是风景，即使无花，叶也是风景，树木、鸟
虫……天地万物都是风景。春日的欣欣向
荣，夏日的草长莺飞，秋日的金风落叶，冬
日的萧索凛冽，都极具个性，是自然能给予
人的时光礼物，不一定完美，但都是丰饶的

馈赠。
人生也一样，得意须尽欢，失意也要勇

敢地活。有花看花，无花看叶。譬如，爱
情。有人过了半辈子，还记着当初“是谁先
追求了谁”；有人琢磨了一辈子，还对那封没

署名的情书，念念不忘。到头来，不过是怀
想着过往，疏忽了当下，错把痴情辜负。

对于时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伟
大，每个人又都是卑微如尘的渺小。闪光的
一刻，每个人都希望被铭记和称颂；晦暗的
一刻，每个人又都希望被包容和原谅。

一颗平静恬淡的心，能体会到曲解中的
善意，能做到游刃有余外的收敛，能在繁杂
中发现清朗，也能在平庸中洞见美好。

四时轮回，秋风又至。青涩，总归要
走向成熟。事宜时移，抬望眼，人生无处
不嫣然。

人生无处不嫣然
刘彩霞

品味人生

金乌西沉，

喧嚣在暗夜里弥散。

繁华旖旎的光影，

轻巧巧地，

浮上海河的清波。

这会儿，

有徐来的风。

那舞动的万千柔情，

悄然地，

扣动了谁人悸动的心弦？

胜似白日，

繁华夹着两岸铺排。

那高高低低的影儿，

笑盈盈地，

紧忙着照水新妆。

这会儿，

有涌动的潮。

那跌宕的粼粼水波，

又无端地，

缭乱了谁人璀璨的缔造？

夜上初妆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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