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 汤圆 送 祝福
2 月 23 日，海滨街道西苑社区开展

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共同缔造幸福

家、邻里喜乐闹元宵”活动，社区工作人

员与居民们同聚一堂，共同开心快乐地

迎接元宵节的到来。

在当天的包汤圆环节，居民们围在

桌子前，揉面、放馅、揉团……伴随着欢

声笑语，一个个香气四溢、寓意团圆的汤

圆揉出了浓浓的团圆味儿。社区志愿者

手把手教得仔细，居民们也学得认真。

一双双巧手不停揉捏，一个个裹了馅的

汤圆随手脱出，像珍珠、似弹丸，大伙儿

既学了手艺，又感受了传统文化的魅

力。这边汤圆包好，那边室外有人支好

锅灶，烧开水，把包好的汤圆煮出来，热

气腾腾地端过来。大家围坐在一块儿，

老人孩子欢乐在一起，共同品着糯香甜

美的汤圆，过节的氛围愈加浓厚。

还有多个社区也开展了类似的元宵

制作活动，并把做好的元宵送到社区孤

寡老人家中，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记者 李婷婷 报道 刘汯林 摄影

做 花灯 猜 灯谜
2月23日，北塘街道海阔苑社区组织

辖区居民举办了“喜迎元宵节、巧手做花

灯”主题活动。活动中，社区志愿者为居民

介绍了元宵节的习俗，并将制作材料分发

给大家，逐步讲解制作过程及注意事项。

随后，居民们小心翼翼地进行折叠、拼插，

不一会儿，喜庆祥和的灯笼制作完成。整

个场面热闹、温馨、其乐融融。活动结束

后，社区居民带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灯笼开

心地与社工分享自己的感受，还有些居民

对社区工作人员说：“我要把灯笼挂在家里

做装饰，让家里更有元宵节的气氛。”

日前，寨上街道铁坨里社区也举办了

“巧手制花灯、猜谜闹元宵”主题活动，为

辖区青少年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气氛并锻

炼了其社会实践能力。活动首先由社区

工作人员示范制作灯笼。孩子们聚精会

神地观看，之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拿起

材料动手制作。其间，大家不忘互相交流

合作。很快，一只只漂亮精致的灯笼便闪

亮登场了。接着，开始了猜灯谜活动，有

字谜、成语谜、数字谜、动物谜，内容丰富

多彩。孩子和老人们兴致勃勃，时而眉头

紧蹙，时而欢声笑语。活动结束后，孩子

们提着灯笼合影留念，场面温馨而欢快。

记者 张玮 报道 何沛霖 摄影

欢 聚 一堂 老少 同 乐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在不少社区开

展的邻里喜乐闹元宵活动中，由社区居

民自发组织的文艺演出时时博得现场观

众的热烈掌声。舞蹈优美多姿，诗朗诵

感人至深，独唱嘹亮动听……一个个节

目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氛围，也把活动推

向了高潮。

2 月 20 日，寨上街道新村里社区联

合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汉沽大队东风

路消防救援站共同开展了“社区共建话

和谐、老少同乐闹元宵”主题活动。活动

中，社区青少年表演了歌曲、舞蹈等节

目，消防指战员也为大家带来了动听的

歌曲。丰富多彩的节目、精彩纷呈的表

演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在互动环节，

社区还精心准备了“开火车推球入杯”

“吹面粉”等小游戏。

记者 董欣 梁洪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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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佳节即将到来，西柏坡节日氛围

浓厚。

巍巍太行山，潺潺滹沱河。这个位于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山村，是闻名全

国的革命圣地。

70 多年前，就是在这个解放全中国

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国共产党指

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时光飞逝，铭记下了那段历史：1948

年 9 月 12 日，辽沈战役拉开战幕；2 个月

后的 1948 年 11 月 6 日，淮海战役正式打

响；1949 年 1 月 31 日，平津战役胜利结

束。持续142天的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

党军队154万余人。

“三大战役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

略大决战。”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郭芳说，

“震撼世界的战略决战的胜利，是中国人

民解放战争史上的光辉里程碑，也奠定了

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2019 年 10 月，辽沈战役纪念馆迎来

一位特殊的参观者——张贵斌。这位老

英雄轻轻抚摸着烈士名录墙上战友的名

字，低声呢喃：“战友们，终于又见到你们

了。国家强大了，现在不用打仗了。”

1948 年初参军的张贵斌，当时是东

北野战军四纵的一名战士，参加了辽沈战

役中最惨烈的塔山阻击战。

“我们誓死坚守阵地，就算剩下一

个人，也不会退缩。”张贵斌望着持枪振

臂呐喊的解放军战士雕像时，泪水模糊

了双眼。

张贵斌与战友们发扬敢打必胜、勇于

牺牲的战斗精神，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

攻，将国民党救援锦州的部队挡在塔山，

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他因此

荣立大功。

塔山阻击战只是一个缩影。三大战

役中，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赢得

了一场场胜利，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反动派

的统治基础，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在全国

胜利的进程。

率先发起的辽沈战役，使中国的军事

形势出现新的转折点，改变了长期以来敌

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格局；淮海战役

书写了以少胜多的辉煌历史；平津战役的

胜利，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为新

中国定都北京举行了奠基礼。

硝烟已然远去，号角仍在回响。在天

津市北辰区的一个农家小院，96 岁的杨

树柏与儿孙端坐一起、其乐融融。他身上

的一道道伤疤，记录下一个个战斗故事。

杨树柏在战火中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亲历了平津战役。他说：“不管什么时

候，我始终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

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后来，他在朝鲜战

场上孤胆守高地、只身战强敌，荣立大功。

当年，东部战区陆军第 73 集团军某

旅“强军精武红四连”前身所在部队在淮

海战役中，和兄弟部队担任主攻任务，英

勇顽强、所向披靡，涌现出许多战斗英雄。

如今，在改革强军的铿锵步履中，他

们实现了从“铁脚板”到“钢履带”、从“钢

刺刀”到“新战车”的新跨越。

“从战火中走来，我们一定要红色基

因代代传，一代更比一代强。”“强军精武

红四连”指导员陈思宇说。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据统计，

在三大战役中，动员民工累计达880余万

人次，人民群众出动支前的大小车辆141

万辆，担架 36 万余副……时任华东野战

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曾说：“淮海战

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走进淮海战役纪念馆，一辆泗水县模

范运输团运粮的功劳车静卧，见证了人民

战争的威力，讲述着当年硝烟战场上，一辆

辆小车推出一个个战役胜利的感人故事。

回望历史，三大战役的凯歌犹在耳

畔，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

新华社记者 李兵峰 高玉娇 赵婉姝

三大战役：伟大的战略决战

1922年7月，上海。

闷热潮湿的夏天令人困倦，但聚在辅

德里625号的12名青年却精神亢奋。

他们，代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 195

名党员秘密参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自由民主的新世界，在年轻人的热情里

展现。

大会起草了 11 份文件，其中便有首

部《中国共产党章程》。

拥挤的石库门里，与会者字斟句酌。8

天，3次全体会议；6章、29条的党章等文件，

逐条起草、讨论、修改，最后表决、通过。

1927年底，宁波。

白色恐怖蔓延，黑色子夜深沉。

由于工作关系，有个叫张人亚的中共

党员接触并保管了一批党内文件，中共二

大的决议案也在其中。

他是一名清瘦的银匠，曾领导上海金

银业工人运动，也曾手书心愿，希望成为

“一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一晚，宁波霞

南村万籁俱寂，张人亚没打招呼地推开家

中大门。

“儿……”父亲张爵谦十分惊喜。张

人亚却单刀直入，将一大包文件交给父

亲，再三嘱咐他好好保管。

漏夜相逢，父子俩都没想到这是此生

最后一面。

儿子的托付怎么完成？张人亚的侄

子张时华回忆，张人亚闹革命，全村都知

道。祖父当时声称，张人亚在“四一二”中

身故。“在长山岗上搞了一个坟，放了个空

棺材，把这批东西放进去了。”

墓碑上，张爵谦本想刻“张静泉”——

这是张人亚在入党改名前的名字。为了

稳妥，他删去“静”字，以“泉张公墓”之名

埋藏了儿子的秘密。

1932年底，瑞金。

5 年前与父亲匆匆一别后，张人亚

辗转上海、芜湖，继续在地下进行共产

党工作。

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人亚

前往瑞金。

在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

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

兼印刷局局长。

长年的忘我工作，张人亚积劳成疾。

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病故于从瑞金去

长汀检查工作的途中。此时，他只有34岁。

“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徒然失掉了

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1933 年1

月7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一篇《追

悼张人亚同志》这样写道。

1951年，宁波到上海。

20 多年没有二儿子的消息。寻子，

成了耄耋老人张爵谦的唯一牵挂。

在报上登寻人启事、通过组织关系去

找……用尽一切办法，张爵谦只想把空冢

里的秘密亲手交还到儿子手中。

百寻无果。

儿子是共产党员，他的东西应该属于

党！张爵谦把空坟里的所有文件取出，交

给上海有关部门。

这些文件纸页已变脆泛黄，那是历史

留下的厚重印记。

保存完好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

大会决议案》，成为记录二大的孤本文献；

里面的中共第一部党章，更是弥足珍贵。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品保管部副

主任王长流感慨，张人亚和他的亲属都有

着“使命重于生命”的担当，“这样的赤子

之心，使人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2005年，上海到瑞金。

交还文献后，张人亚的后人依然未放

弃找寻在革命中失踪的亲人。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家人在

网上一份《红色中华》剪报中发现了张人

亚的名字。

“对我们家族来讲是个很重要的讯

息。”张人亚的侄子张时才感慨，几十年的

寻找，终于确定了方向——江西瑞金。

守护者送回了第一部党章，党章也终

于寻回它的守护者。 新华社记者 徐壮

第一部中共党章的“沉浮”

1949年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攻入天津市区 资料图片

喜气洋洋

吃元宵，品元宵，元宵佳节香气
飘；做花灯，猜灯谜，喜气洋洋好心
情。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即将到来，
日前，新区各街镇社区纷纷开展了
“我们的节日——元宵”主题活动，为
辖区居民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延
伸
阅
读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

元夕或灯节，节期为每年农历正月

十五，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正

月十五恰好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

之夜，因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

又称“夜”为“宵”，所以将正月十五

定名为“元宵节”。

“元宵节”由来

闹元宵

包汤圆包汤圆

猜灯谜猜灯谜

做游戏做游戏

制花灯制花灯

太太乐掌舵人张西强：
开启鲜味产业新篇章

近日，作为上海经济领域最具权威的

评奖活动之一，由上海市政府指导，上海

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商业联合会和企业联

合会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上海市工商业领

军人物”颁奖仪式在市政协会堂举行。太

太乐总裁张西强先生凭借出色的企业领

导力和卓越的社会成就，名列其中。

持有中国及澳洲注册会计师资格证

书，现任太太乐总裁、大中华区烹调食品

业务负责人、中国调味品协会副会长、复

合调味料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就

是张西强先生。

张西强少帅执掌太太乐近4年来，创

造了多个辉煌：紧跟大数据时代步伐，在

品牌定位、物流及新品开发方面做革命性

创新；推出“太太乐原味鲜”固态以及液

体酱油调味料、菜谱式调料、鲍汁蚝油等

新品；打造“5·27爱妻节”；建立“美厨娘俱

乐部”。升级业界知名的“鲜味博物馆”；

举办国际鲜味科学研讨会；连续三年举办

全国鲜味科学知识竞赛；成立“太太乐院

士专家工作站”和“鲜味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参与起草《调味品检验规则通

则》。带领太太乐先后荣获“中国轻工业

百强企业”、“中国轻工业食品行业五十强

企业”等多项荣誉。

在张西强先生的推动下，太太乐彰显

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新冠疫情来临之

际，太太乐第一时间通过上海红十字会捐

款110万元，并向多家医院赠送了太太乐

产品。

在张西强先生的带领下，太太乐2018

年销量额突破50亿。2019年持续保持双

位数的增长，提出固态及液态调味品“双

百亿”的战略目标。2020年销量达到历史

最高水平。我们坚信：到2023年，太太乐

定会实现百亿目标的夙愿。 广告

遗
失
声
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弓米弓餐饮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1200160191300，特此声明。

（上接第一版）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高新区将积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引

育和服务人才的先进经验，服务支持高端专

家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团队培养、决

策咨询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营造和形成高

新区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

学、献身科学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创新资

源，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高新区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上接第一版）严格落实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

的安全风险管控，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严肃工

艺纪律，坚决杜绝违章指挥和违章操作，保障

安全生产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为有效提升天然气供应能力，天然气公

司锁定一季度生产经营目标，加大关键设备

维护保养力度，优化两套生产装置并联运行，

提升装置处理能力。加密巡检频次，确保管

网安全平稳运行。精细管道计量，合理调配

气量，实现供需总体平衡，进一步提升管道转

输转供能力。

与此同时，天然气公司还持续优化零散

天然气回收工艺，确保运行站场零散气尽产

尽收。不断强化民用燃气服务质量，提升窗

口建设水平，加强燃气安全知识宣传，全力保

障用户安全用气。

输送京津冀天然气
总量同比增长44%

生态城继续贡献
海绵城市建设“智慧”

（上接第一版）不 仅 明 确 了 区 域 所 有 项 目

必 须 都 融 入 海 绵 城 市 理 念 ，还 特 别 添 加

了 项 目 验 收 的 现 场 检 查 环 节 ，以 确 保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真 正 落 地 ，让 城 市 能 更 加 畅

快地“呼吸”。

不断放大的“海绵效应”是城市环境优化

的一个缩影，也吸引着更多创业者和投资者

来到生态城这片创新创业沃土。“即便是遇到

大雨，也不用担心有积水，其实从海绵城市建

设的这个小细节就能看出城市建设者们的用

心和细心。从2019年夏天来到生态城创业至

今，越来越喜欢这里的城市环境，幸福感特别

足。”提到生态城的海绵城市建设，小扑（天

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善忠这样形容自

己一年多来的亲身感受。

对于北航星空众创空间的工作人员祁

颖来说，“海绵城市”也是北航星空吸引企业

落地生态城的一个“金字招牌”，“我们在招

商中发现，现在的创业者除了会考虑政策支

持外，也更加关注区位优势，良好的基础设

施建设和优美的自然环境，都是营商环境的

加分项。”

去年高新区4名专家
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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