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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七月初十，送别了赵建明大
爷。老人家寿高91岁，过完了自己农
历七月初七生日离开了人世，很安
详。尽管我与老人家没有血缘关系，
但老人离世我还是很悲痛。仔细算
算，我们爷俩已经相识有30多年了。
时光荏苒，逝者如斯夫，如今我进入知
天命之年。
初识老人大概在上世纪 90年代

初，是因为当年我与老人的小儿子同在
一个高考补习班，我俩说得来，投缘。
当时我住校，因为有点神经衰弱，晚上
睡觉有动静就被惊醒，浑身是汗，上课
时头晕脑胀，影响上课效果。正犯愁
时，老人家小儿子邀我去他家同住，这
可是件天大好事，我欣然从命，也由此
认识了赵建明大爷的全家。
记得老人家操一口纯正的军粮城

一带口音，慈眉善目，态度和蔼，语速不
紧不慢，让人格外有亲近感。老人住
在张贵庄村，坐北朝南三间正房，东西
各有一间厢房，院子大约30平方米，
门楼上带有防雨檐，门楼里靠近正房
窗户外有一个煤球炉，能做饭。老人
是初小文化，识字不少，经常看些《天
津日报》《参考消息》等报纸，对时事政
治有独到认识，有时我们爷俩也相互
探讨一下。
那时，老人家已经退休了，在一个

单位补差，当班时住单位，不当班时回
家住。赵大娘操持家务，里里外外忙
活，不爱说话，一说话笑得眼睛眯成一
条缝。
我平时在学校吃饭，偶尔也在老

人家里蹭顿饭吃。记得一个周末的早
晨，天上飘着淅淅沥沥小雨，老两口已
经起来，煤球炉上的蒸锅飘着香香的
蒸汽，老人看我推自行车，忙拉住我
说：“吃了走，吃了走。”赵大娘掀开锅，
雪白雪白、暄暄腾腾的素韭菜鸡蛋粉
条包子出锅了。我吃着包子，感到家
的温暖。
晚上洗漱，老人总是让我们先做，

为的是不影响我们学习。渐渐与老人
熟络起来，知道了老人家原在天津塘
沽水产公司工作，为照顾家庭调到河
东区水产养殖公司，在这里入党并退
休。当时，老人作为旧社会翻身解放
的一代人，发自内心地拥护中国共产
党，听党的话。每每谈起入党经过，都
是无限感慨，他总说：“想入党可不是
容易的事情，必须想在前、干在前，给
群众树立榜样，群众还要监督你，给你
真提意见，看你够不够党员标准。这
还远远不够，还要接受党组织的严格
考察，所以我们把党员身份看得格外
庄严神圣。”他还说，当年在保定市公
审刘青山、张子善时，天津地委组织人
员去观看公审，他也参加了，深受教
育，并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直到我参加工作，与老人也没断

联系，下班后常常去老人当班的单位看
望他。他总是戴着一副褐色老花镜，专
注地看着《人民日报》《天津日报》《今晚
报》《参考消息》，并就某篇文章与我探
讨，还嘱咐我，你参加工作了，要多抽出

时间看看书，开卷就有益，有利于提高
工作能力，还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当
老人得知我上大学就已经加入党组织
时，满意地说：“那就好，那就好，要珍
惜。”老人家对党内一些不正之风总是
如鲠在喉，一听说一些腐败现象总爱
说：“这样怎么行呢，怎么行呢……”
老人在70岁左右赋闲在家，搬到

了张贵庄街道福阳街社区居住。组织
关系转到社区后，就成了社区党员活
动积极分子，只要有活动一次也不缺
席。作为平安志愿者、楼栋长，他积极
参加小区执勤，尽职尽责。他服务小
区群众，守护小区平安，连续多年被街
道评为先进个人。老人除了按时缴纳
党费，还多次为困难群众、灾区群众捐
款并缴纳特别党费。
进入新时代，老人家步入耄耋之

年，身体依然硬朗。随着城市化进程推
进，老人住进楼房，实现了“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的梦想。住上新楼房，老人
除了多年养成的晚饭后看《新闻联播》
的习惯没有变，又多了一个习惯，是在
孩子们的陪护下，到小区遛弯，看着自
己新的美丽家园，心里舒服。党的十八
大后，党中央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雷霆之势，铁腕反腐，大抓党的建设，打
好蓝天保卫战，全党五级书记抓扶贫，
特别是狠抓革命老区扶贫工作等等。
一条条振奋人心的信息，映在老人家脑
海。每每谈及此话题，老人总是非常欣
慰地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进入鲐背之年，老人家已经不能

下床了。今年春节，我去看望老人，他
只是呵呵一笑，目光里没有了往日的
神采。老人坚持到过完生日。在弥留
之际，小儿子将党中央颁发的“光荣在
党50年”纪念章佩戴在他胸前时，老
人吃力地抬起右手向党致敬，这是老
人家对党的最后一次敬礼，满怀对党
的感恩和崇敬。
老人家离世，我很难过。尽管我

们非亲非故，但老人对我的呵护和引
导胜似亲人。我会不辜负老人的希
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作为，做
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为深入贯彻区委、区政府关于优化
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东丽区万新街道
开展了“优化营商环境大家谈”走访交
流活动，诚邀辖区企业围绕东丽区营商
环境谈感受、谈作为、积极建言献策。

佰笛乐器：

根植艺术土壤 助力经济发展

天津市佰笛乐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年，公司秉承天津乐器厂五十多
年手风琴制作经验，结合国外其他厂家
先进的制作工艺，率先尝试并积极与手
风琴制造发达国家进行合作研发与生
产。目前已与意大利知名手风琴制造
商达成战略合作，双方通过技术合作等
方式共同研发符合国际高水准的专业

手风琴产品，打造合资高端品牌。
近年来，面对新的竞争态势，佰笛

公司在规模及资金有限的基础上，一方
面凭借着丰富的技术储备及敏锐的市
场洞察力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市场份额；
另一方面，东丽区政府通过协调行政区
域内的制造产业优势，协助公司共同实
现手风琴制造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为区
域内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了积极的推进
作用。此外，乐器制造业的发展根植于
艺术的土壤。早在2004年，佰笛公司
便与北京市少年宫共同成立了“北京市
少年宫佰笛手风琴乐团”，经过17年的
发展，被中国手风琴学会会长誉为“中
国手风琴第一团”。佰笛公司还在全国

各地成立了多支“佰笛手风琴乐团”，丰
富当地的文化娱乐生活。

合极电气：

深耕智慧物联 服务公共安全

合极电气专注于用户侧安全物联
网解决方案，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以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为技术支
撑，基于“IoT智能用电（智慧消防）-AI
智能视觉分析-AIoT数字孪生可视化”
的整体解决方案，将“技防”与“人防”有
机结合，为用户提供本地化、专业化、智
能化的安全保障服务，实现“一张图，可
视化，网格化”管理，服务社会公共安
全，助力百城平安建设。

天津合极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表示，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大力畅通
信息输出渠道，积极协助企业争取各类
政策扶持，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
坚实保障。构建金融服务平台，为重点
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提供了良好条件。
搭建企业沟通交流平台，推动企业家交
流合作、企业创新发展，为区域产业培
育与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企业受益良多，发展势头日渐迅
猛。同时，企业希望东丽区能继续优化
营商环境，响应国家“十四五”期间着重
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号召，发挥
接链补链作用，促进跨行业交流，加大
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引
导和鼓励中小企业提升专业化能力和
水平，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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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新街道：

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

优化营商环境大家谈 健 康 生 活

□ 诗歌

说起高血糖，大众一点也不陌生。
而说起低血糖，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把低
血糖当成一回事。高血糖会引起糖尿
病，而低血糖的危害并不亚于高血糖，
甚至可能会让人昏迷不醒。关于低血
糖的误区，你见过几个？

误区1：

所有人低血糖的症状都一样

心慌、手抖、出虚汗、四肢无力，是
很多人熟悉的低血糖症状。不过，并非
所有人在低血糖时都会出现相同的症
状。成年人一般在低血糖时表现为交
感神经兴奋症状，也就是饥饿感、心慌、
手抖、出虚汗、乏力等。而年龄较大的
人在出现低血糖时要么没有任何症状，
要么会表现为神经症状，比如言语行为
反常、抽搐、偏瘫、意识障碍、昏迷等，这
些症状经常被误诊。

误区2：

低血糖就是出现饥饿感

一直以来，饥饿感被认为是低血糖
最为可靠的预警信号。而实际上，出现
饥饿感并非都是低血糖引起的。有些
人因为胰岛素缺乏或者存在胰岛素抵
抗的情况，即使是处在高血糖的状态，
也会出现饥饿感。
糖尿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需

要服用降糖药物来控制血糖，由于血糖
下降过快也会出现心慌、出虚汗、手抖、
四肢无力等低血糖症状。而实际上，血
糖可能还处在高血糖或者是正常范围
之内，这也是某些降糖药物在服用后出
现的问题。患者需要监测自己的血糖
变化，调整药物的服用量。

误区3：

低血糖没有危害

对于高血糖的人来说，最大的烦恼
就是血糖太高，如果血糖经常处在较高
的水平，并发症也会加重。因此，很多
糖尿病患者希望自己的血糖降下来，甚

至是越低越好。而实际上，低血糖的危
害并不亚于高血糖，有时候低血糖比高
血糖带来的危害更为严重。
心慌、出虚汗、手抖、四肢无力等只

是轻度低血糖的症状，这些症状在及时
补充高糖后会很快得到缓解，因此低血
糖也被很多人忽视。而严重的低血糖，
则会引起大脑功能障碍，让人出现意识
模糊，甚至出现昏迷死亡的情况。长期
慢性低血糖还会导致认知能力下降以
及老年痴呆症的出现。

误区4：

馒头就可以缓解低血糖

出现低血糖时，吃馒头或者饼干等
淀粉类食物来缓解低血糖症状虽然可
取，但不是最佳选择。
在出现低血糖症状时，因为低血糖

对于大脑的危害是不可逆的，这个时候
需要争分夺秒来缓解低血糖症状。而
淀粉类食物虽然含有一定量的糖，比如
馒头等淀粉类食物属于“多糖”，却不如
糖块或蜂蜜等高糖食物更为直接。这
些高糖食物在进入人体后分解成葡萄
糖的速度更快，能够迅速缓解低血糖症
状，减少低血糖对于身体的危害。

误区5：

低血糖的诊断标准相同

很多人认为低血糖的诊断指标都
一样。而实际上，对糖尿病患者来说，
低血糖的指标比普通人会稍微高一些。
血糖的正常值是3.9-6.1mmol/L，

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如果低于3.9mmol/
L，就可以诊断为低血糖，这个时候就
要马上注意了。而普通人的血糖只有
在低于2.8mmol/L的时候，才会被诊断
为低血糖。

（区疾控中心供稿）

关于低血糖的误区

□ 服务

一

昨天

妈妈抱着我看荷

今天

孙女搀着我赏荷

明天

我将独自躺在黑屋里想荷

于是，小小墓室

漂荡起绿波

窗口传来鸟鸣

梦跑了，我醒了

阳光笑着说，满池荷

花谢叶斑驳

犹在吟秋歌

二

不与兰花争春天

让位菊花吐艳

一生清白

无悔无怨

是我的心愿

花叶枯了

根是我最后的奉献

看着我瘦损的样子

小女孩哭了

妈妈搂紧她的悲伤

泪水滴在湖石上

洗亮了秋天

荷
丁国栋

金钟河，开挖于明天顺二年（1458
年），是津门一条古老的河流。其得名，
据《天津地名志》载：“金钟河水流湍急，
每当潮水涌来时，入海口处声如洪钟，
故名金钟河。”早年，这条河横贯天津城
东北部，流经东郊欢坨、赤碱滩（今赤土
村）、胡张庄、永和等村庄。它经历了这
一地区革命战争的烽火和沿岸村庄的
新生解放，书写了坚韧奋斗的民族精神
的篇章。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紧张的相持

阶段，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广大
农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一首
歌谣唱道：“金钟河呀金钟河，金钟河岸
血泪多。日本鬼子似虎狼，修盖炮楼拆
民房，汉奸地主黑心肝，苦难的人们泪
汪汪”，真切道出了人们悲惨的生活境
况。拨开乌云见阳光，盼来救星共产
党。就在此时，中共冀热边第五地委建
立武（清）、宝（坻）、宁（河）区工作委员
会，派遣刘顺华、马良、陈伯平等干部到
津东地区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减租减
息，开辟根据地。
这年夏天，在金钟河南岸茂密的芦

苇荡里，区长陈伯平结识了赤碱滩农民
魏义才、魏国亮，在此建立了秘密联络
点。魏义才出身贫苦，以撑船卖草为
生；魏国亮从小随父亲给地主扛活，吃
不饱穿不暖。两人历经生活磨难，练就
一双铁脚板，走苇地健步如飞，渴求翻
身解放。经陈伯平说服教育、启发觉
悟，他们和胡张庄、李场子村几名骨干
成为党的联络员和积极分子。赤碱滩
有个4800多亩的大苇淀，原为魏氏家族
公产，却被少数地主把持，要把它卖给日
本人的公司，村民去伪宁河县政府告状
却被关进监狱。陈伯平通过联络员魏义
才、魏国亮发动村民与大地主作斗争，制
止出卖族产苇地给日本人的侵占行为。
他还写了亲笔信警告地主认清形势，不
准横行霸道，否则八路军一定为民除
害。慑于八路军的威名和村民团结的力
量，几个大地主只好低下了头，保证不再
出卖大苇淀，被关押的村民得到释放。
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当地农民第一次
取得与地主斗争的胜利，保护了村民利
益，树立了党的形象和威信。
伪大乡乡长、恶霸地主魏锡山投靠

日寇，借为日伪军筹措军粮之机横征暴
敛，欺压村民，无恶不作。1944年 11
月，武宝宁区小队配合村民捣毁伪大乡

乡公所，处决了魏锡山这个罪行累累的
汉奸地主。在区委书记刘顺华主持下，
成立赤碱滩抗日民主村政委员会，是津
东地区党领导下的首个村级政权，魏义
才任组织委员化名“贺民”，魏国亮任武
装委员化名“全胜”，并在金钟河渡口设
立党的地下交通站，联络代号初为“小
扬州”“三八村”后改为“赤土”。1945
年4月，魏义才等4名积极分子先后加
入中国共产党，始建党小组，魏义才任
组长，是为津东地区第一个中共基层党
组织。1946年秋，胡张庄村第一个建
立中共村级党支部，之后各村相继建立
党组织。
适应对敌斗争需要，金钟河畔各村

纷纷组建民兵队伍。“没有枪没有炮，敌
人给我们造”。区小队长魏义才化装成
鱼贩子，来到范庄伪警察所。他买通站
岗警察进入伪警所，查看房屋布局和地
形。当夜，带领区小队队员和民兵翻墙
进院，吓坏了睡梦中懵懵懂懂的伪警，
一举缴获7支步枪。仅隔数日，又化装
成日军守备队，大摇大摆走进程林庄伪
警所命令伪警全体集合。随后“守备队
员”亮出武器，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八路
军，吓得他们慌忙缴械投降，缴获步枪3
支、手枪2支，壮大了民兵武装力量。金
钟河上的欢坨大桥是沟通两岸的重要
桥梁，日军在桥头修建了坚固的碉堡，
经常由此出发窜至各村烧杀抢掠。
1945年6月，区委决定拔掉日军这个桥
头据点。魏国亮自报奋勇，白天独自潜
至桥下侦察，搞清地形障碍等状况。深
夜，由区小队和民兵掩护，魏国亮携带
汽油摸至桥下，冒死泼油迅速点燃，将
木结构的欢坨大桥一举烧毁，打击了敌
人的嚣张气焰。
抗战胜利后，党领导解放区根据地

搞土改。区长建夫带领干部进村组织成
立农民协会，分田分地给贫苦农民，斗争
形势激烈复杂，处于敌退我进、敌进我扰
的“拉锯”状态。1946年4月，地主还乡团
勾结国民党军偷袭包围赤碱滩，建夫和
财务助理李愚在突围中英勇牺牲。1947

年5月，地下交通员魏致坤不幸被地主还
乡团抓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三人。
敌人多次严刑拷打追问党组织情况，魏
致坤面无惧色，大义凛然地说：“好汉子
做事好汉子当，信是我送的，与别人无
关”，始终没有吐露组织一个字。还乡团
头目恼羞成怒残忍地将他杀害。烈士的
鲜血染红了金钟河畔的土地，坚贞不屈
的英雄永垂史册。半个月后，县委接到
交通站情报，伪宁河县县长、保安大队长
王绍朋要押送物资和数百万斤芦苇去天
津。县大队、区小队和民兵集中兵力在
金钟河岸设伏截击。当十几艘敌船行至
小份村河段，县大队长武宏一声令下，愤
怒的战士们步枪机关枪猛射、手榴弹齐
飞，敌船顿时烈焰冲天，敌兵纷纷跳河逃
命。此役共歼敌一百余人，缴获钢炮4
门、机枪4挺、步枪130支，大获全胜，被
老百姓称为“火烧战船”。半个世纪后的
1993年，已是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的
武宏将军重访故地。走上金钟河堤岸，
望着静静流淌的河水，仿佛又回到当年
那激烈的战斗之中。他挥动手臂指着金
钟河说：“当年，我们解放军正是有了人
民群众的支持，才打败了日寇和国民党
军队，取得了战斗的胜利，金钟河就是这
段历史的最好见证。”
1948年秋，平津战役即将打响，军分

区下达了破坏国民党军需物资供应线的
任务。魏国亮带领爆破组来到事先选好
的京山铁路爆破点附近埋伏。夜晚趁天
黑扒开路轨渣石，放好炸药包，远离铁路
卧倒等候敌军车到来。在此之前，采用
触发型地雷，敌人有了戒备，在火车头前
顶着空车厢行进以躲避袭击。经反复琢
磨，魏国亮决定改用拉火炸药方式，待火
车头开到炸药包上立即拉线引爆，此计
果见奇效，创造了连续炸毁敌军3个火车
头的奇迹。魏义才承担了拆毁敌通讯线
路器材的任务。区小队和民兵赶着5辆
马车来到军粮城附近铁路线，争分夺秒
连夜行动。战士们手脚麻利，劲头十足，
挥起斧头锯子放倒电线杆一千多米，剪
下电线四五千余斤，很快装满了马车。

敌人发现后急忙追上来，魏义才指挥大
家迅速撤退，并让队员吹号、吹哨子虚张
声势，敌人摸不清底细不敢硬追半路就
撤了。炸毁敌军火车头和破坏通讯线路
的行动干得很漂亮，受到冀东军分区通
报表扬。
1948年11月底，平津战役全面打

响，各村党组织带领民兵和村民群众
火速投入支前工作。12 月 12 日、17
日，第四野战军两支部队先后抵达金
钟河北岸。魏国亮、魏义才带领区小
队和民兵、村民冒着朔风严寒，趟着冰
冷的河水，在欢坨、闫家圈两处河段抢
搭起三道浮桥协助解放军渡过金钟
河，国民党军闻风溃逃，赤碱滩、欢坨
等村迎来解放。许多村民自报奋勇护
送伤员、运送物资、送水送饭，赤碱滩
农民魏润发为部队当向导，在向市区
挺进中光荣牺牲。
1949年8月，赤碱滩更名为“赤土

村”。1989年，被市政府命名为“天津市
革命老区”。翌年，安徽电视台与赤土
村合拍电视连续剧《跑爷和他的子孙
们》，剧中主人公“跑爷”集中了魏义才、
魏国亮等革命前辈的光辉形象和事迹，
为金钟河地区革命斗争史留下宝贵的
影像资料。当年10月，魏义才临去世
前，与老伴合唱了歌谣《金钟河畔血泪
多》并将其录音保存。这首由当时区委
宣传干部陈敬之所写歌谣的结尾是：
“金钟河呀金钟河，金钟河岸血泪多。
光诉苦来有什么用，誓死与敌人拼死
活，大家同心团结紧，保卫咱们的金钟
河！”欣慰的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金
钟河畔的父老乡亲团结一心不懈奋斗，
保卫家乡建设家乡，终于实现了世世代
代的心愿。2007年，赤土、胡张庄、永和
等村迁入华明新市镇，在全市农村率先
实现城市化。而今，又走上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生活一年比一
年更美好。

阳光照耀金钟河
许新复

□ 摄影

大美新市镇

张宝海 刘爱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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