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 年 5 月 1 日，新中国制定的第

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

实施了。它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

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

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

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

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婚姻法的公布实施使无数受压迫的

妇女获得了自由和新生。1952年11月和

1953年2月，中共中央、政务院先后发出

指示，要求各地开展一次贯彻婚姻法的大

规模运动，1953年3月，全国开展了宣传

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活动。各级政府及有

关部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全国开

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大批基层干部和

积极分子，利用报纸、广播、连环画、幻灯、

电影、戏剧等形式，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

宣传婚姻法，《小二黑结婚》《小女婿》《刘

巧儿》等戏剧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从根本上动摇

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有家庭关系的根

基，也从根本上触动了旧的传统思想观

念和伦理道德，在全社会逐步建立起新

型的婚姻家庭关系，促进社会风气发生

了巨大转变。 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婚姻自己当家

1953年 3月22日，北京劳动人民
文化宫举行宣传贯彻婚姻法游园大会。
这是两名青年在观看宣传小册子。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这部法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土

地改革的历史经验，适应新中国成立后

的新形势，成为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

的基本法律依据。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

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

的土地所有制，以解放生产力，发展农

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土

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

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

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

改后，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到 1952

年底，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

湾省外，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

完成。

土地改革的完成，从根本上铲除

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带来了农村

生产力的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

高、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近

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历

史性胜利。

据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这是1950年浙江省杭县临平区，
土改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左）带领农民
进行分田。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9月6日，由滨海新

区文化和旅游局、滨海新区妇联主办，大沽口

炮台遗址博物馆承办，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协

办的“话时代强音、筑中国之梦”京津冀红色故

事讲解大赛决赛举办。

本次大赛分为少儿组、青年组和中老年

组，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从19组进入决赛的选

手中评出金奖3名、银奖6名、铜奖10名，以及

“最佳人气奖”“最佳潜质奖”“最佳风采奖”各

1名。此外，大赛还成立了滨海新区首个红色

文化宣讲团，希望通过精彩的红色文化宣讲，

让市民共同缅怀革命先烈、感受英雄力量。

京津冀红色故事
讲解大赛决赛落幕

记者记者 贾磊贾磊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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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十一届市委第七

轮巡视第二巡视组将对滨海新区土地管

理领域开展专项巡视。根据巡视工作条

例规定和本轮巡视监督重点，专项巡视组

主要受理滨海新区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

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涉及

土地管理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的信访反

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

题，将按规定由被巡视单位和有关部门认

真处理。

为便于干部群众反映情况，巡视组在

巡视滨海新区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

25327996（座机）、15022466551（手机），邮

政信箱：A1501 号信箱，同时在滨海新区

区委设置联系信箱，每天受理电话时间为

早 8:00-晚 8:00，受理信访日期截止到 9

月11日。

滨海新区公布涉及土地管理领域
违纪违法问题信访举报电话

强化师德修养 树立教师良好形象

新区启动师德建设月主题教育活动

近日，滨海新区纪委监委制定印发《区

纪委监委开展百名纪检监察干部深入村居

“大走访”“大服务”活动工作方案》，坚定以

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紧扣人民群众需

求迫切的急事难事，把主题教育“沉”到群

众中去，深入到全区各村（社区）听民声、汇

民意、解民忧，寻初心、找差距、担使命，让

群众真切感受到纪检监察就在身边。

182名干部下沉到村（社区）
实现走访服务全覆盖无空白

区纪委监委统筹纪检监察力量，采取

委领导包片区，机关各部室、各派驻纪检

监察组包街镇、社区、村的方式，由处、科

级干部带队，组织182名纪检监察干部全

部下沉到全区 21 个街镇、399 个村（社

区），实现走访服务全覆盖、无空白。走访

中，重点聚焦干事创业精气神不够，患得

患失，不作为不担当；对群众关心的利益

问题漠然处之，空头承诺，推诿扯皮，以及

办事不公、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变

“等问题线索上门”到“上门查找问题线

索”，全方位收集群众意见建议，确保群众

身边的问题线索找得准、找得实。

一条板凳上交流
及时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方案要求各工作组紧紧依靠群众、

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热爱群众，耐心

听取群众呼声，积极做好解疑释惑和

情感疏导工作，不能冷淡冷漠，更不能

冷酷无情。召集村（社区）老党员、老

干部和群众代表召开座谈会，入户走

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座谈，一条板凳

上交流，及时收集群众对扶贫、教育、

医疗、卫生等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的

意见建议，切实把倾听群众呼声作为

增进群众感情、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

肉联系的重要过程，把群众满意作为

“大走访”“大服务”的重要标准，切实

转变机关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

突出“实”字 聚焦“改”字
确保问题得到切实解决
区纪委监委将开展“大走访”“大服

务”活动作为对基层监督业务能力的一次

“体检”，指导村（社区）纪检监察工作联络

站更好开展监督工作，有的放矢推动纪检

监察工作向基层延伸。坚持问题导向、效

果导向，突出“实”字，聚焦“改”字，对收集

的问题线索及信访件及时处理、一跟到

底、解决到位；对转交到相关职能部门的

问题，加强跟踪督办，在落实、做实、务实、

求实上下功夫，确保问题得到切实解决，

让群众满意。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在第35个教师节

即将来临之际，滨海新区面向全区各级各类学

校在职在岗教师，正式启动“庆祝新中国七十

华诞，弘扬新时代尊师风尚”师德建设月主题

教育活动。通过建设长效机制，坚决禁止一系

列教师禁行性行为，树立新区教师的良好形

象，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据悉，本次活动分为表彰宣传、研讨提

高、反思教育、整改提高四个阶段。在反思教

育阶段，各学校（幼儿园）将建立负面清单，制

定整改措施，加强解决师德失范问题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并把通过巡课、查看监控录像检

查教师师德表现制度化、常态化，及时监察教

师的师德失范行为并及时加强教师教育，防

微杜渐，杜绝违反师德禁行性行为的发生。

同时，还将通过座谈、问卷等形式，广泛征求

家长的意见和建议，进而改进工作方式，提升

师德社会满意度。全体教师认真学习相关教

师违反师德规范处理的通报等典型案例，深

入排查自身存在的问题，坚决杜绝有偿补课、

侮辱伤害学生等行为。10 月下旬，各学校

（幼儿园）将落实书记、校长宣讲“师德必修

课”的要求，建立“天津市教师师德档案”，坚

持“日查、周讲、月评、季研判、半年违规统计、

学年度考核”的师德建设措施，每年开展春季

和秋季“师德讲评”，进一步健全完善师德建

设工作制度。

“早就听说滨海新区有一些小孩，评

剧唱得特别好，今天总算见识了，都是好

苗子啊！”今年夏天，原本在新区久负盛名

的“评剧新苗”声名远播，随着“相约滨海、

祝福祖国”天津市第五届滨海少儿评剧节

全国评剧新苗京津冀巡演、评剧新苗唱响

津门等活动的开展，评剧的魅力通过这些

未成年人的演绎传播到北京市通州区、河

北省雄安新区和天津各个区，并通过名家

新苗快闪的形式，在网络上进行了更大范

围的传播，将传统戏曲与爱国主义教育相

结合，取得了良好效果。

“天津市滨海少儿评剧节”前身为“滨

海杯”全国评剧新苗交流展演活动，为了

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新区于 2015 年

至 2018 年连续举办四届活动，先后有近

300名评剧新苗参加，在全国形成了广泛

的影响，树立起“评剧传承从娃娃抓起”的

品牌。在历届活动中，主办方组织召开评

剧教研论坛和评剧传承研讨会，邀请专家

支招，围绕少儿评剧的教学与传承等重点

课题展开深入研讨，提出少儿评剧教学、

传承的各项发展目标；针对少儿评剧学员

普遍年龄小、接受和理解力有限的特点，

编撰出版了《新苗——学习评剧唱段精

选》等教材，为评剧在全国少年儿童中普

及和传承提供了可复制经验；举办名家大

师课，在提升评剧新苗艺术水准的同时，

也为指导老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便利。

多管齐下的举措不仅增强了新区少

儿的评剧实力，也不断吸引到全国各地的

少儿评剧小明星们前来切磋较量，进一步

扩大其影响力。今年起，天津市文化和旅

游局与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将此项活动正

式定名为“天津市少儿评剧节”。区文化

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随着一年一

度滨海少儿评剧节的不断创新发展，影响

力、吸引力、带动性不断增强，“评剧传承

的‘滨海现象’将助力全国评剧艺术的繁

荣发展，为全国地方戏曲的传承发展提供

一个可借鉴的范例。” 记者 范炳菲

滨海新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品牌系列报道

新区助力未成年人感受戏曲魅力

■ 组织182名纪检监察干部全部下沉到全区21个街镇、399个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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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职能部门的问题，加强跟踪督办

变“等问题线索上门”到“上门查找问题线索”

区纪委监委开展“大走访”“大服务”活动
组织182名纪检监察干部全部下沉到全区21个街镇399个村（社区）

■ 时报记者 张姝 通讯员 席兆胜 报道

（上接第一版）昨天上午10:30，“渔民

船说”老板郑义琴就已经在店里忙活着招

待客人了，郑姐告诉记者：“从试营业到今

天正式营业，她的饭店上座率每天都达

80%左右。”刚满36岁的郑义琴曾经在北

塘集装箱海鲜街经营饭店近10年，以前

很多本地和外地游客都奔着她饭店的“老

北塘味道”来。搬迁后郑义琴将店名改为

了“渔民船说”。目前，她在古镇的新店面

比以前扩大了一倍多，850平方米的店面

能容纳四五十桌客人同时就餐。从9月

初试营业开始她的店里经常客满，即便是

平日闲时，平均每天也会有40桌左右的

客人。

12 点左右，记者来到“劳模饭店”，

老板董德利正忙着给客人捞螃蟹“装箱”，

他一边忙着招呼客人，一边冲记者招手。

在一旁挑海鲜的山西游客张玉常冲记者

竖起大拇指，夸赞老董家的螃蟹、大虾价

格公道、分量足。

张玉常昨天特意从山西老家来到新

区。他说，自己几乎每年都会在“开海”

这段时间和亲朋好友来新区旅游。张玉

常告诉记者，来北塘的外地游客大多和

他一样是因为“北塘海鲜”。而如今将北

塘传统文化、老北塘上百年海鲜烹饪文

化融入其中，也让更多游客真正变成“回

头客”。

近年来，滨海新区深耕旅游市场，以

“海”为主题丰富旅游资源。作为海滨城

市旅游要素，海鲜美食必不可少。为了让

老北塘海鲜这张“特色名片”凸显文化气

息、亮出滨海特色，滨海新区将原北塘古

镇凤凰街作为吸收载体，在整合原集装箱

海鲜街商户资源的基础上，将传统海鲜美

食与老北塘文化、历史、旅游融合在一起，

打造具有北塘风情特色的“海鲜一条街”。

北塘古镇主要运营方天津海泰凤凰

城置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陈仁英告诉

记者，北塘古镇“海鲜一条街”从试营业

到 9 月 8 日正式开街已经得到了广大新

区市民和外地游客的认可，下一步将在

继续挖掘好北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围

绕“吃住行游购娱”一体的旅游产业链，

加快二期招商规划和分步实施，并谋划

好北塘古镇旅游总体布局，努力将北塘

古镇打造成为滨海精品旅游线路中的优

质品牌之一。

（上接第一版）顺着“僵尸车”向里走，不足

百米的小路上垃圾成堆，烟头满地。现

场，相关街道的综合执法人员将问题拍照

记录，并表示尽快解决。

“这条路目前没有扫保单位，在小区

外，又不在市政扫保的道路范围内，谁来

管？得尽快确定扫保责任。”顺着建材路

一路走到红盐里附近，小区门前的无名小

路满地落叶，还掺杂着塑料袋、烟头等垃

圾，小区前的绿化池也有不少被种上了

菜。现场无法确定解决方案，这条路的扫

保责任确定被列入“上报名单”。随后，上

次下雨积水至今的史家庄过街天桥地道

排水和随地大小便问题也被列入上报问

题之列。

检查人员一行一路走一路查，每到一

处，记录一处，拍照一处。金海花园小区

门前，一辆鲁M牌照的白色僵尸车旁，共

享单车、绿化垃圾、废旧线缆等大量垃圾

堆在垃圾桶外，臭气熏天。“这里的垃圾一

般都是存一段时间一起清走，具体谁来

清，并不明确。”据介绍，此处垃圾外溢问

题一直存在，沿街商户的垃圾清运问题成

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此外，金海花园门前

的洞庭路一段，蓝色停车位下面尘土堆积

无法机扫、津塘四号路津滨轻轨桥下垃圾

和绿化谁来负责、市民广场轻轨站附近中

铁十二局和 931 路公交首末站门前路面

破损及杂草丛生等问题，能现场解决的问

题现场“领取任务”，无法确认权责和解决

方案的列入“上报名单”待进一步商讨。

报刊亭旁“僵尸车”占路、津塘公路桥

下桥墩处随地小便、沿街商户外溢严重、

禁停线旁违规停车、门前三包落实不到位

……当天上午，大家沿着整条建材路及向

两侧延伸的欣园中街、洞庭路段一路走

访，一路查找问题，梳理部门权责，研讨解

决方案。新区城管委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走访中的问题全都被一一记录下

来，能明确责任的下达整改通知限期整

改，不能明确责任的陆续召集部门确认。

链接：示范路应该是这样的
据悉，示范路建设与提升，遵循环境

卫生常态规范、公共设施齐全整洁、园林

绿化提升有品质、违章建筑零存在、沿街

底商规范经营、广告牌匾规范有序、路面

及管线无破损、沿街立面提升及特色风貌

历史痕迹延续9项标准，既保留街巷的特

色风貌、延续历史文脉，又做到公共设施

齐全、方便百姓生活，破除“高楼大厦背后

还有脏乱差”的现象，发挥可示范、可借

鉴、可推广的作用。

北塘古镇海鲜街开街

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这条样板路有点“走了样”

（上接第一版）会议播放了渤海综合治理

暗访片，听取了工作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

继续绷紧渤海综合治理这根弦，攻坚克难，啃

硬骨头，始终保持高压工作态势，克服麻痹思

想，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工作重点，下大气力攻

坚，认真履职尽责，抓好工作落实。一是要提

高政治站位，坚决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当前与长远

相结合、严格执法监管和积极主动做好服务并

重并举，全力以赴完成好年度目标任务。二是

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落实渤海综合治理攻坚

战各项任务，坚决扛起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政治责任，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担当作为、精准发力。三是

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手段、最严厉的追责问责，

狠抓巡河、护河任务落实，大力推进入海排污

口排查工作，开展联防联治，形成推进渤海综

合治理攻坚的强大合力，坚决打好打赢渤海综

合治理攻坚战。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