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刊15
2021年12月1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张翅 ·

倾力守初心 为民办实事
──和平区各街道社区不断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五大道街

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
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为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预
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营造青少年
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良好风气，
日前，五大道街团工委联合街公共服
务办公室在昆明路小学开展了“心驿
小当家——拿起未来的接力棒”之“外
号，让人欢喜让人忧”主题活动。

活动中，心帆心理咨询中心的张
婕老师通过“人物猜猜猜”环节，让孩
子们认识到外号的意义和对人的心理
影响。随后，组织孩子们观看了“张姚
晶vs张妖精”关于外号的视频，张婕让
孩子们分成了喜欢自己外号和不喜欢
自己外号的两组，并分享自己的感受，
在相互交流中了解主题思想。在场的
孩子们思维活跃，向张婕提出了各式

各样的问题，张婕一一为孩子们耐心
解答。

本次活动促进了青少年身心健康
发展，让青少年们从“外号”这件小事
中加深了对校园欺凌的认识，增强“反
校园欺凌”的意识。

新兴街永丰里社区

携手共建医院
共同关爱老年人健康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
的健康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新
兴街永丰里党委也一直在探索如何为
社区1000多位老年人提供精准化、精
细化、宽领域的服务。

日前，永丰里社区联合辖区共建
单位卫协医院开展了“精准对接、精细
服务，携手卫协共同关爱老年人健康”
主题活动，得到了老人们的积极响应。

此次活动一改以往服务主题社区

定、服务项目医院出的形式，“调转船
头”，变换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致力
于实现精准定位老年人需求，精细定制
老年人服务的全新理念。社区邀请卫协
医院医师向社区老年人代表详细介绍各
项医疗卫生服务项目，同时向老年人询
问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服务领
域，整合各项服务政策，创新推出老年人
健康生活定制服务计划，详细了解不同
老人的具体健康需求，一事一议、一病一
例，为今后开展各类面向老年人的精细
化精准化健康服务打下坚实基础。

接下来，永丰里社区将继续积极深
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持续关
注老年人、关爱老年人，把群众关心和
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工作的切入点，着
力解决好居民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
做居民群众的贴心人，为居民群众继续
提供更好的“更有温度的服务”。

小白楼街树德里社区

开展“反对家庭暴力”
宣传活动

为提高辖区妇女的法律意识与自
我保护意识，倡导全社会共同反对家
庭暴力，日前，树德里社区组织社区居
民开展了“反对家庭暴力”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负责人围绕“什么
是家庭暴力”“如何防止家庭暴力”等
问题，向居民介绍了家庭暴力的表现
形式、危害以及遭遇家庭暴力后自救
的方法和途径。

此次宣传活动不仅普及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提高了广
大居民对家庭暴力现象的认知程度，
也让广大居民知道了怎样保护好自身
安全，并且告知广大居民遇到家庭暴
力时，一定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
题。制止家暴人人有责，维护平等、和

睦、文明的家庭基础。

南营门街天兴里社区

举办健康讲座

日前，南营门街天兴里社区联合
欢悦年华俱乐部举办“正确认知阿尔
兹海默症”健康讲座。

讲座围绕如何辨识阿尔茨海默症
早期迹象、如何降低患病风险、怎样养
成健康生活方式等三方面，讲授阿尔
兹海默症相关知识，并组织老年朋友
分组开展图形认知、牌面记忆等脑力
桌游，在互动中锻炼大脑机能，提升大
脑协调性，增强老年人预防阿尔茨海
默症的意识，享受晚年健康生活。

活动提升了居民对认知障碍的认
识，同时推动形成关注、关怀及关爱
认知障碍老年人及其家庭的良好社
会环境。

劝业场街宁夏路社区

消防知识进校园

为切实提高学生消防安全防范意
识和避险自救能力，让学生深入了解
消防逃生常识，掌握消防安全知识，提
高青少年自救互救和应对突发事件的

能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日前，劝业场街道宁夏路社区联合劝
业场消防救援站在万全小学开展“小
手拉大手 我是消防小卫士——消防
知识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劝业场消防救援站将消
防车开进校园，由救援站的消防指战
员向学生们介绍不同的消防车、消防
服和消防器材等，学生们零距离接触
到了消防车，更直观地了解消防知识，
增强消防安全意识。随后，消防指战
员以典型校园火灾案例和校园火灾特
点为主要内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火
场疏散逃生自救以及如何报火警、如
何使用灭火器等消防常识，使学生们
提高自我防护能力。在互动环节，消
防指战员对学生们提出的疑问一一进
行了耐心解答。

此次活动以“119消防安全宣传
月”系列活动为契机，面向校园师生
广泛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及消防法律
法规。今后，宁夏路社区还将持续
深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全面
夯实辖区消防安全基础，提高辖区
内居民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和在火灾
事故中迅速、有序、安全逃生的能
力，为居民朋友创造良好的消防安
全环境。

南市街裕德里社区

宣讲民法典

为进一步推进社区法制建设，普
及法律知识，提升辖区居民普法意识，
日前，南市街裕德里社区邀请和平区
道德模范、“文明先锋”、普法宣传志愿
者马芳菲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
展民法典宣讲志愿活动。
“2020年5月28日这一天，人民大

会堂里新闻传，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活动一开始，马芳菲以一
段的快板《学习民法典——编纂民法
典》向居民生动普及了编纂民法典的
意义，并结合身边的典型案例，以通俗
易懂的语言，为居民讲解民法典中新
增的亮点条款，以案释法，让民法典知
识直达基层、直通群众、更接地气。

宣讲结束后，马芳菲还针对居民
在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难题，现场提供
专业的法律咨询，并对居民们提出的
问题进行了细致专业的解答。此次宣
讲活动，为居民群众送上了“普法大
餐”，提高了辖区居民的法律素质和维
权意识，在辖区营造了浓厚的学法、用
法氛围。

各委、局、办、各街、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和《关于加强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
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
通知》（文物保函〔2017〕75号）等相关规
定，经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实地核查、
初审和文物专家组评估审查，并呈区文
物保护工作委员会审核，决定对中共天
津地委第八处办公地旧址、新华路吉鸿
昌旧居等十处建筑纳入和平区不可移
动文物（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现予公布。
请各相关单位、部门在工作中提高

文物保护意识，积极贯彻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坚
持科学和保护理念，制定规划，扎实做
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推动我区文化
遗产保护迈上新台阶，为弘扬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做出新的贡献。

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12月1日

纳入和平区尚未核定
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
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名单

1.中共天津地委第八处办公地旧

址（长沙路求志里17号）

简介：1927年4月，地委机关迁至

英租界求志里17号，地委书记李季达

在此办公居住。8月9日，由于叛徒告

密，李季达夫妇先后在南开体育社典华

学校内被捕，11月8日，李季达等被杀

害于南市刑场。这里成为天津地委最

后一个办公地。

该建筑建于1926年，为一个带有

半地下室的二层楼房，建筑面积约

203.4平方米。

2.新华路吉鸿昌旧居（新华路庆云

里3号）

简介：吉鸿昌（1895～1934），原名

恒立，别号世五。河南省扶沟人。1910

年在首饰店当学徒。1913年8月投冯

玉祥所部。1926年6月任旅长。1927

年4月升任第十九师长。1929年5月再

次晋升为第十军军长，同年7月兼任宁

夏省主席。1930年9月任二十二路军

总指挥，兼第三十军军长。1931年9月

出洋游历。1932年初回国后来到天津，

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同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任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

长。同盟军失败后，吉鸿昌辗转回到天

津。因在天津开展抗日爱国活动，引起

国民党政府不满，派军统特务监视其行

踪。为安全起见，1934年10月初，吉鸿

昌将住所从法租界霞飞路迁到英租界

牛津别墅3号（今新华路庆云里3号）。

庆云里建筑建于1932年，占地面

积约为35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为6300

平方米。由两幢砖木结构二层联排式

住宅组成，建筑首层外立面主要为水泥

断块抹灰墙面，建筑二层外立面主要为

清水硫缸砖墙面，建筑的女儿墙装饰有

“甩疙瘩”抹灰，女儿墙和清水墙面交界

的地方装饰有花纹线条，建筑的阳台设

有内嵌式和出挑式两种风格。建筑屋

顶为大筒瓦坡设计，并设有雕花装饰的

老虎窗。楼房前后都设有小院和地下

室，每户独门且房间十分宽敞，室内布

局合理，设施齐全，在当时是一处具有

折衷主义建筑特征并且较为高档的公

寓式住宅。

3.杨十三旧居（成都道鹏程里4号）

简介：杨十三（1889～1939），名彦

伦，字灿如，又名杨裕民，直隶省（今河

北省）迁安人。因堂兄弟中排行十三，

故名杨十三。造纸专家，河北工学院

教授。1906年入天津工艺学堂。1920

年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曾留学美

国。1930年初，杨十三入住英租界伦

敦道（今成都道），开始利用其身份和

社会地位掩护在津地下党员开展工

作，直至抗战初期这里一直是我党重

要联络据点。抗战爆发初期，坚持留

在天津，与中共市委书记姚依林保持

联络。1938年春，组织参加冀东抗日

武装暴动。同年11月前往八路军总部

工作。1939年7月在转移途中病世。9

月八路军总部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

主席亲提“浩气长存”横额，并书挽联：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

荷；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

典型。朱德总司令主祭，彭德怀副总

司令致悼词。

杨十三旧居建于民国时期，为带地

下室的二层楼房。

4.张爱玲旧居（赤峰道83号）

简介：张爱玲（1920～1995），原名

张煐，笔名梁京，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

海，中国现代女作家。创作和发表了

《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

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红玫瑰与

白玫瑰》等小说。1955年，张爱玲赴美

国定居，创作英文小说多部，但仅出版

一部。1995年9月在美国洛杉矶去

世。有《张爱玲全集》行世。

1923年，张爱玲随父母迁居天津，

入住法租界三十二号路（今赤峰道），一

直到1928年，将近6年。她在散文中明

确提到：“第一个家在天津”。

张爱玲旧居建于民国时期，为砖木

结构三层坡屋顶联排住宅。

5.傅莱旧居（云南路48号）

简介：傅莱（1920～2004），全名理

查德施泰因，奥地利人。1937年加入奥

地利共产党。1939年1月，来到中国上

海，在一家难民临时传染病医院行医。

同年3月，离开上海来到天津，先后在

德美医院、马大夫医院放射科、化验室

任职。1940年，他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取

得了联系，承担了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

品等物资的重任。

傅莱旧居建于民国时期，为二层带

半地下室砖木结构楼房，该楼西南部分

二楼为傅莱居住过的地方。

6.耀远堂潘氏旧居（荣吉大街18、

20号）

简介：耀远堂潘氏旧居是一组院落

式布局的住宅建筑，建于二十世纪20

年代。西院临街建筑为地震后翻建。

院内辅助用房为二层砖木结构楼房，青

砖砌筑。西院主楼为三层，主楼外檐为

刷石断块抹灰墙面。正立面设柱廊，柱

间由宽大木窗封闭，首层柱廊栏板为镂

空雕花，二层栏板为实心并装饰抹灰花

饰，二层设挑檐，由均匀布置的挑梁承

托，挑檐下层间门窗口均有精美抹灰花

饰。三层为坡屋顶，檐部出挑。东院建

筑为二层砖木结构楼房，青砖砌筑，局

部为三层。沿街有一辅助入口，立面为

刷石断块抹灰墙面，附壁柱为变体爱奥

尼克柱式，刷石抹灰窗套、窗楣，窗楣

下、窗间装饰花饰，檐部出挑，檐下设挑

梁。院内中部为天井，建筑环绕天井布

置，设置开敞变体爱奥尼克柱式支撑柱

廊，镂空雕花栏板，层间设横向抹灰花

饰装饰带，门窗口套均为刷石抹灰。二

层设挑檐，檐下设挑梁。三层设宽大露

台，栏板以镂空花饰栏板为主。

7.天津市公安局旧址（唐山道26号）

简介：1955年7月，位于唐山道的

天津市公安局办公大楼落成，建筑面

积9300平方米。该建筑由虞福京、张

家臣设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天津建设的第一座大型办公建筑。

建筑平面布局沿唐山道呈“工”字形，

立面中轴对称，中间主体部分局部高

6层，两翼高4层。主体部分以4棵5

层通高的壁柱作为主体，柱顶饰以霸

王拳，在水平方向上将立面划分为三

段。中间宽三间，两侧各宽一间。中

间三间向上拔高至6层，再向上收分，

形成近似“盔顶”的造型，“盔顶”中间

镶嵌一间宽的巨大五角星和缎带。

主入口前凸，前为台阶，两侧设置汽

车坡道。坡道与台阶两侧均设有汉

白玉栏杆。两翼立面仍为两段式构

图，屋身设有4层通高的壁柱。建筑

装饰细节富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外檐用钢窗。室内为水磨石地面。

建筑物地下建有天津市第一座人防

工程。

8.东亚毛纺厂办公楼旧址（云南路

2号）

简介：1932年4月15日，宋棐卿在

意租界创办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为了扩大生产，1935年4月，

宋棐卿在英租界墙子河外购地34亩建

设新厂（现云南路2号），1936年7月工

厂迁入新址。经过几年的努力，东亚公

司生产的“抵羊牌”毛线家喻户晓。

1949年改称东亚毛纺厂。同年4月2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亲临该

厂视察。

宋棐卿曾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9.天津日报社旧址（鞍山道54号）

简介：《天津日报》是中共天津市委

机关报，是全国第一张直辖市城市党

报。1948年12月，《天津日报》社组成，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黄松龄任社

长，王亢之任副社长，朱九思任总编辑，

范瑾任副总编辑。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

17日《天津日报》创刊，毛泽东题写了报

头。

《天津日报》社旧址建筑竣工于

1955年，使用至1995年，位于鞍山道与

山西路交口，平面呈L形，沿鞍山道一

侧稍长，主体部门在相交处，成弧形，设

主入口。主体部分，中间一至四层为面

阔三间的敞廊，用钢筋混凝土仿传统木

结构形式，柱、额枋、雀替、栏杆比例适

当、细部刻画精致。敞廊两侧为清水砖

墙，每层各开一个海棠纹轮廓的小窗，

整体封闭，与中间的敞廊形成强烈的对

比。五层为面阔五间的敞廊，层高降

低，装饰减弱，并与两翼连为一体。两

翼立面，首层以混水窗下墙为“台基”，

上部以清水砖窗间墙构成竖向砖与中

心有传统图案混水的窗下墙，共同形成

立面的构图，具有较强的韵律感。两翼

与主体交接的部分外突，打破了两翼单

调的体块。

10.沈湘故居（河北路86号）

简介：沈湘（1921～1993），天津

人。早年就读于工商学院附中。1940

年入燕京大学，后转入圣约翰大学。同

时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1945年，沈

湘在全国各地举办独唱音乐会，被誉为

“中国的卡鲁索”，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男

高音歌唱家。沈湘还为我国培养了一

大批艺术人才。

沈湘故居由主楼和配楼组成，主体

为三层的砖木混合结构，房屋面积大约

700多平方米。主楼建于民国初年，由

阎子亨设计的配楼建于1920年。

天津市和平区增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的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和《关于加强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
（文物保函〔2017〕75号）等相关规定，经
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实地核查、初审和
文物专家组评估审查，并经和平区文物

保护工作委员会审查，拟对常德道毕鸣
岐旧居、重庆道2号楼等十处和平区不
可移动文物（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撤销。
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7日（5个工作日），如有

异议请在公示日期内以实名书面形
式提出。（地址：山西路 98 号和平区
文物管理所，电话：27306378，邮箱：
410892548@qq.com）

天津市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12月1日

天津市和平区撤销十处

不可移动文物的公示
1.常德道毕鸣岐旧居（常德道50号）

原因：落地重建价值灭失。

2.重庆道2号楼（重庆道2号）

原因：落地重建价值灭失。

3.李宝旿旧居（大理道21号）

原因：落地重建价值灭失。

4.孟恩远旧居（重庆道23号）

原因：落地重建价值灭失。

5.先农公司旧址（大沽北路111号）

原因：异地重建价值灭失。

6.徐世昌旧居（新华南路255号）

原因：落地重建价值灭失。

7.大理道2号小楼（大理道2号）

原因：落地重建价值灭失。

8.常德道毕鸣岐旧居（常德道52-

54号）

原因：落地重建价值灭失。

9.倪嗣冲旧居（南京路88号）

原因：落地重建价值灭失。

10.洛阳道1、3号楼（洛阳道1、

3号）

原因：落地重建价值灭失。

撤销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