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太行山风光

�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工作人员向

革命先烈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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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担当促作为抓落实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近日，津南区双新街万盈家园社区居民将写有“为民办事暖人
心，排忧解难似亲人”的锦旗送到了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欣鸿手中，
向社区党支部及全体工作人员表示由衷感谢。

一面锦旗，一声感谢，一个点赞，是群众对社区工作的最大
认可。

万盈家园社区党支部于 2017 年 8 月成立，不断创新探索
“党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全力解决居民的心头难、办好群众
心坎事。

工作中，社区网格员与居民“一对一”添加微信，精准对接2205
户群众需求，及时发送燃气安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提示。同时，
采用线上调查问卷，征集“民心民意民愿”清单，面向全体居民征集
“微困难”“微心愿”“微建议”和“微联动”78个，并组织社区党员认
领，党组织按清单明方向、定目标、抓落实，及时高效解决了居民困
难，切实增强了服务群众的实效。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社区党支部书记和“两

委”干部全覆盖走访居民住户2205户，辖区商铺27个，收集并解决
居民问题98个。

与此同时，充分发挥网格管理作用，协调联合多个部门帮助
解决社区516户居民房本延期问题。协调解决房屋漏水浸泡赔
偿问题、二道门清理、公共区域私自拉绳晾晒等各类矛盾纠纷
200余起。

为有效保证老人受助渠道通畅、小区平安和谐，在小区内建
设6个电动车智能充电车棚、18个消防通道高清摄像、5个高抛
物摄像机，为辖区内79户独居老人和空巢老人安装烟感报警器，
为830余户居民家中安装智能断路器，通过实时联网监测平台，
社区网格员可实时了解社区各种突发情况，做到问题发现及时、
处理及时。

此外，社区组建“红色物业”志愿服务团，免费为居民提供日常
维修、大件物品搬运等服务,在实践中增强物业企业为民情怀，把
党的力量充实到物业，把党的作用发挥到物业，全力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

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 记津南区双新街万盈家园社区党支部

我为群众办实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巍巍太行，壁立千仞。
这里，曾是八路军第一个敌后根据地诞生地，八路

军总部等重要机构长期驻扎在此，留下无数团结御侮、
血战到底的英雄壮歌。

斗转星移，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孕育的太行精
神，深植于这片热土，不断书写感人篇章。

同仇敌忾 勇敢顽强

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沦陷，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
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毅然奔赴山西抗日前
线，在太行山上点燃了抗日烽火，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长期驻扎在太行山
区，领导和指挥敌后抗日军民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西
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平型关战斗、雁门关大捷……一个个重大胜利，打
出了八路军的雄威，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
情；一大批中华优秀儿女浴血太行，像一盏盏明灯，照亮
民族奋斗、解放的道路。

走进坐落于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的八路军太行纪
念馆，“太行精神，光耀千秋”八个大字映入眼帘。纪念
馆讲解员说，是中国共产党唤醒了广大民众，引导他们
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保卫了自己的家园。

纪念馆后的凤凰山巅，“八路军抗战纪念碑”巍然屹立。
曾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研究部主任的郝雪廷说，抗日

游击战由山西推向广阔的平原，推向整个华北。抗战军民
齐心协力，创造出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窑洞战等多种
游击战形式，使日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不畏牺牲 乐于奉献

“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太行山，浸透无数英雄
儿女的热血。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记录着这样一组数据：当年只有
14万人口的武乡县，就有9万多人参加各种抗日救亡组
织，1.4万多人参军参战，2万多人为国捐躯。

1941年至1943年，晋绥边区遭受了空前的自然灾
害，加上敌人封锁破坏、人口迁移等原因使劳动力锐减，
群众和部队的吃饭、穿衣都出现了严重困难。

根据地群众顾全大局，为了支援抗战纷纷慷慨解
囊，表现出了感人的爱国热忱。短短两个月里，晋西北
地区共集粮9.04万石，筹款181.06万元，扩兵1.59万名，
做军鞋12万双。
“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百姓最后一碗饭，送去

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
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毅然送战场……

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忠
诚，是太行精神的基石。
“此间一切正常，惟生活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

产简直不能维持……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事情更

多了……”1942年5月25日，写下这封家书3天后，八路军副
参谋长左权在掩护总部机关突围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

百折不挠 艰苦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太行儿女弘扬伟大太行精
神，书写了改天换地、奋发图强的历史新篇。

1960年2月，太行山上的开山炮声，拉开了河南林州
“十万大军战太行”的序幕。没有工具自己制，没有石灰
自己烧，没有炸药自己造……终于在1969年建成了“人
工天河”红旗渠，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在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共产党员
申纪兰用一生见证着共和国的每一次进步。在她的推动
下，西沟村在全国率先实现男女同工同酬，为我国制定按劳
分配政策和法律作出了试验性的贡献，男女同工同酬正式
写入宪法。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始终不忘

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农民的儿子，35年奋战在太行山区，以
自己的科技创新成果让140万亩荒山披绿，让10万农民实
现脱贫致富，被誉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
如今，太行山区不断加强生态治理，沿着八路军总部在

山西的迁移路线一路前行，一幅幅“山里有美景，山上有产
业，山下有新居”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

山西兴县是抗战年代晋绥边区政府所在地。2018年6
月，这里往返省城太原的列车正式通车，结束了这个革命老
区不通客运列车的历史，百姓自此驶上致富“快车道”。

在山西左权县龙泉乡连壁村，漫山遍野的光伏板蔚为
壮观。光伏发电让村里2000多亩荒坡荒地变废为宝，村里
一年能增收100万元。

80多年前，一首气壮山河的歌曲《在太行山上》极大鼓
舞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战、抗战图存的坚强意志。伟大的太
行精神之光，将照耀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
征程上奋力前行。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百折不挠 乐于奉献
——太行精神述评 ■ 本报记者 余强

“开镰了”！随着宁车沽“老把头”浑厚的一声呐喊，“一支装甲
和步兵协作部队”投入到稻米抢收的战斗中。十几辆收割机马达轰
鸣，整齐推进，合作社农民和前来支援的党员干部们挥舞着镰刀、挎
起了篮子，一字排开，齐头并进，颗粒归仓。

这位面庞黝黑、笑容憨厚的“老把头”，叫沈红河，滨海新区北塘
街道宁车沽北村的原支书，今年60多岁，是土生土长的宁车沽人，几
十年如一日奋战在这片沃土上，是远近闻名的“土专家”“田秀才”。在
过去，村民住的是简陋屋舍，环境脏乱，在他的带领下，多方筹措资金，
推行鱼塘虾池“清淤工程”、农业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对接区域内高
校和科研院所，提倡科技兴农战略，引入优质稻种，探索大口黑鲈鱼
苗孵化本地化和对虾幼苗标粗本土化。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宁车沽
北村的集体经济收入翻了几番。

10月 28日，滨海新区北塘街道在宁车沽稻蟹混养基地组
织开展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暨开镰拾穗“我为农民办实事”
活动。
“今年的收成不错，稻种U99亩产达700公斤，天隆优619亩产也

有550公斤，这些都是明星产品，都不愁卖。党员干部们帮我们秋收可
是帮了大忙。”宁车沽农民陈殿武兴奋地告诉记者。

把党史学习教育课堂搬入田间地头已经成为北塘街道党工委
的一项制度。每年春种和秋收，北塘街道和辖区共建单位的党员
都要走进田间地头，参与农业生产劳动，这也是将党史学习教育往
深里走、往实里走的具体实践。北塘街道党工委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通过此项活动使坐在办公室里的党员干部工作更接地气，更
好地为农业服务，为农民办实事。”

北塘街道深入贯彻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理念，注重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通过与科技局、检察院、
滨海中医院、市海监总队、滨海职业学院等各级党组织开展区域党
建共建，汇聚各方创新资源，凝聚各方优势力量，推动区域各项社会
事业向前发展。

开镰拾穗让工作更接地气

—— 记滨海新区北塘街道为农民办实事

� 游客在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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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292期3D开奖公告

954
天津投注总额：78059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115注
750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125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3119142320 24 09

全国投注总额：354978672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4注
84注

1239注
65556注

1223620注
13381133注

8898474元
232052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8464897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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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新冠疫情发生后，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和
退役军人局协助北辰区，从落实厂房租金减免，到税收
补贴、渠道拓展，给予精准支持，让企业发展更好更快
了。回顾自己的创业历程，衡飞非常感慨：“当时，我也
可以找组织要工作，但我觉得自己还年轻，部队这个大
熔炉锻炼了我、培养了我，我不想再给组织添麻烦，咱当

兵的敢打敢拼，靠自己努力奋斗一定能过上幸福生活。”
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副会长韩启祥说：“全市各级关爱退役军

人协会成立以来，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会同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把思想政治引领挺在前面，激励和帮助广大退役军人干
事创业，同时总结和宣传他们的先进思想、先进事迹，为他们发挥作
用创造良好环境。”

于国良从北海舰队退役后，放弃了去事业单位工作的机会，
毅然选择自主创业，从开小饭店做起，后来创办商贸公司，投资建
设了茂名道、竹林路、泰山里3个菜市场，解决了数百名退役军人

的就业。创业成功的他，不忘党员和退役军
人的责任，先后捐款捐物 60余万元，帮扶困
难退役军人，让困难战友切身感受社会主义
大家庭的温暖。
“一日当兵，终生是兵。我要发挥好老党

员、老军人的优势，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好
共产党的故事、人民军队的故事，用党和军队的
优秀传统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70岁高龄
的军休干部肖天友话语铿锵，退休前他是军事
交通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大校军衔，长期从事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退休后，他积极发
挥自身优势，加入了天津市老战士宣讲团，先后
深入学校、部队、社区、机关宣讲50余场次，受
众3000余人，用自己的行动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初心使命。

一辈子志愿服务不停歇，退役军人栗岩奇
无偿献血近300次，累计献血量超过6万毫升，
至少可挽救150多名患者的生命，是全国无偿
献血最多的人之一。他说：“一腔热血献人民，
这是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本色与担当，我现在虽
然不能献血了，但我要做好宣传，用自己的经历
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2013
年，栗岩奇一家三口签订了“去世后捐献器官和
遗体”的协议，成为天津市首个“双捐”家庭，做
到生前献热血，身后献器官、献遗体。

退役军人殷红光、金永来、孙宏光见义勇为
的感人事迹在宝坻区广为传颂。今年4月，他
们在下班途中，发现一辆接送学生的电动三轮
车连人带车翻进河里，情况十分危急。三人见
状，想都没想直接跳进了冰冷的河里，凭借过硬
的身体素质，撬开车门，奋力将落水的母子托出
水面。上岸后，争分夺秒进行心肺复苏等应急
救护，直到120救护车到达现场，他们才拎着湿
透的衣服离开现场。在宝坻区见义勇为表彰会
上，他们说：“我们是党员，是退役军人，有险必
救，有难必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朝参
军入伍，终生爱党报国、服务人民、奉献社会。”
三名老兵的义举，彰显了退役军人在危难时刻
勇于牺牲的使命担当。

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副会长于秋军表示，
这些同志是全市退役军人的优秀代表，他们始
终没有忘记党的教育、军人本色、人民期望，退
役后继续发光发热、拼搏奉献，展现了新时代共
产党员和退役军人的精神风貌。实践证明，广
大退役军人不愧是改革发展的生力军，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实现中国梦发挥着重
要作用。

一朝参军入伍 终生爱党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