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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殷致子书 拳拳爱国心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
责任，
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1936 年 8 月 2 日凌晨，东北大地，一
辆疾驰的火车上光影交错。一名身形瘦
削、形容枯槁却神情坚毅的女子，正俯身
疾书。她在赶时间，
这趟车的终点她再清
楚不过——位于黑龙江珠河县的刑场。
一身粗布红衣、一把手枪，骑着白马
冲锋于林海雪原间……这是她战斗时的
模样。她叫赵一曼，
是被誉为白山黑水民
族魂的抗日女英雄。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
出生于四川宜宾
的一个地主家庭。她可以选择的人生是：
穿绫罗绸缎，
在安逸与舒适中度过一生。
彼时国家风雨飘摇，
这名大家闺秀自
问“女子缘何分外差”。接受了进步思想
的她，
剪碎裹脚布，
走出大宅院，
走上为人
民争取解放的道路。

近日，新区各单位、各部门将党史学习
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党员结
合工作实际，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群众提
供“贴心暖心”的服务，真正将好事实事办
到群众心坎上。

1926 年，21 岁的赵一曼加入中国共
产党，为革命“跨江渡海走天涯”，先后在
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学习，回国
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党的地下
工作。
宁儿，是赵一曼儿子陈掖贤的乳名，
取安宁之意。可国之将亡，
家何以宁？
1931 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赵
一曼“誓志为人不为家”，
将不到两岁的儿
子托付给亲友，
隐姓埋名，
只身奔赴东北。
此去经年，
母子生死两茫茫。
在东北地区，赵一曼文能发动群众，
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
武
能红妆白马，威震敌胆，被当地战士亲切
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1935 年 11 月，掩护部队突围时，一颗
子弹击中赵一曼的大腿，
后来她不幸被捕。
狱中，辣椒水掺杂着汽油，顺着塞在

机会了。希望你，
宁儿啊！赶快成人……”
目的地越来越近，
赵一曼的笔触愈发仓促
与悲切。
160 余字的家书，字字断肠：
“我最亲
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
你，
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1936 年 8 月 2 日，赵一曼壮烈牺牲，
年仅 31 岁。而这封绝笔家书也在战火中
不知下落。
1950 年 ，电 影《赵 一 曼》在 全 国 放
映。荧幕前的宁儿泪眼婆娑，
那时他正四
处苦寻母亲李坤泰。几年后，
组织确认赵
一曼就是李坤泰，
并在日军审讯档案里发
现了记载家书的资料。
20 余载，
家书终抵家。
《滨江抒怀》的报国之意，
绝笔家书的
舐犊之情，
穿越时空，
给人以无穷的启示、
无尽的感悟……
新华社记者 周圆

新区党员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发挥自身优势解决百姓难题

将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我们将选取试点村开展养老服务、网络
直播等实用知识技巧教学，让村民用自
己的本领创造更好的生活。
”
天津职业大
惠农政策宣讲、农副产品助销、专业
学相关负责人表示。
技能培训、非遗项目展示……4 月 7 日，
据了解，滨海新区区委组织部充分
滨海新区“乡村振兴公益大集”
在太平镇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广泛发动区民政局、
窦庄子村再掀高潮。这种结合镇域实
区农业农村委等机关单位党组织各展所
际，
广泛链接优质社会资源，
“一站式”
将
长、尽显其能，
链接优质资源下沉农村一
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的形式，受到了大
线，
将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把难事
家的热烈欢迎，也生动践行了党建引领
解在群众诉求前，
生动践行“我为群众办
共同缔造，
为推动乡村振兴，
齐心协力建
实事”，引领带动群众共同参与社会治
设美丽“滨城”
赋能加力。
理，
共建美丽“滨城”
、共享美丽“滨城”。
在公益大集现场，各种活动丰富多
“此次区农业农村委 19 个基层党支
彩，其中专业技能培训及相关招聘备受
部分别与太平镇村级党组织签订共建意
村民关注。
“今天来参加公益大集，让我
向书，
未来也将努力助推产业兴旺、生态
直观地感受了新时代新农村的新面貌。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新区“乡村振兴公益大集”
将百姓所需送到家门口

赵一曼喉咙的竹筒灌入，
等到肚子膨胀起
来，杠子重重压上去，辣椒水和汽油从口
鼻中溢出。整整九个月，
各种酷刑轮番施
行，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敌人想
要的任何信息。
“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
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
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日军档案如是
记载。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
赵一曼挥毫而就的《滨江抒怀》中，
血
与火铸就的信念，舍身殉国的豪情，倾泻
于字里行间。
1936 年 8 月 1 日，从赵一曼口中得不
到有用情报的日军，
将她押上开往珠河县
的火车。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

新农村建设。与此同时，我们广泛发动
社会资源力量，筹集了 9 万元公益基金，
首批在新区涉农街镇选取了 10 个试点
村，
将推动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建设，
激发
农村公益资源潜能，优化农村公共服务
供给。
”
区委农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 赵贤钰 王帅 见习记者 李少波

东疆海关关员变身教师
为学生讲授有趣的生物课
“为什么从国外旅游回来不能带水
果 ？”
“为什么这么小的虫子会有
害？”……昨日上午，天津外国语大学附
属东疆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东疆小
外”
）一、二年级的小学生们来到东疆海
关，
上了一堂既有趣又生动的研学课，
这

也是东疆党建联盟成员单位共同开展的
“党史共学、实事共办”
活动之一。
东疆海关关员徐源宏和宋显星成为
此次活动中同学们的一日生物教师。在
标本室里，
“徐老师”和“宋老师”仔细向
同学们讲解着有害生物图谱，用科学味
浓厚又不乏趣味性的语言介绍什么是检
疫性昆虫等知识。校园里接触不到的琳
琅满目的生物标本和高端的检测仪器激
发了大家的学习兴趣，也让生物安全意
识在他们的心中萌芽。
研学课结束后，
在东疆海关初心室，
同学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认真学习党的
百年光辉历程，在党旗和少先队队旗前
重温誓词，以庄重宣誓为本次活动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
记者 郑超越

师生共制百个葫艺作品
齐学党史庆祝建党百年

时报讯（记者 贾磊 摄影报道）4 月 6 日，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新区善门口
小学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学党史、感党恩、跟党
走”葫芦艺术创作活动，160 余名师生将创作
100 个葫艺作品来表现革命历史故事，共同学
习党史。
记者在现场看到，
有的同学在葫芦上描绘
了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画面，
也有师生共同
在葫芦上刻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抗疫英雄，
还有学生在老师指导下描绘南昌起义等历史
事件中的革命英烈形象。
“本次葫艺创作活动通过师生共同搜集党
史资料，
寻找表现革命历史的画面，
使大家共同
了解党史，
坚定
‘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
的信
念。通过学党史与非遗项目相结合，
让学生在
创作过程中了解党史，
传承非遗，
提高动手能力
和审美能力。
”
该校校长郭庆忠告诉记者。

区工商联工会会员参观“学习
用典”
连环画展

从经典中汲取智慧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时报讯（记者 战旗）4 月 6 日，滨海新区工
商联组织工会会员 30 余人来到滨海美术馆参
观“学习用典——中国优秀经典故事全国连环
画作品展”。
据介绍，
本次展览从中华民族优秀经典故
事中撷英作为创作母题，
运用连环画的创作形
式，从选题酝酿、创作邀请到作品完成历时两
年。该展览堪称全国优秀连环画作品的盛宴，
也为工会会员带来一场文化的盛宴。
区工商联工会会员久久流连在表现 103
个故事的 1030 幅连环画中，纷纷感叹，这次展
览不仅是中华文明思想精髓形象化的呈现，
有
助于增强文化自信，
更能让参观者从中汲取智
慧和发展的力量。大家纷纷表示，
回到工作岗
位，一定要结合自身工作，增强为民营企业健
康发展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