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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先锋笔扫千军 黄天
据新华社上海 3 月 26

日电（记者 吴振东）三月春
回，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卫
东村柳枝吐绿， 精致而温馨
的民宿点缀于农林间， 营造
出一片诗情画意。这里是“革
命新文艺开拓者” 黄天的家
乡， 如今已是崇明区生态文
明村、上海市市级文明村。

黄天，原名黄廷权，曾用
名黄庭材，1908年生， 江苏
崇明（今上海市崇明区）人。

193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

酷爱戏剧， 在校期间曾参加过中外名
剧的排演。

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告别双亲和
妻子儿女， 抛弃富裕的家庭生活，奔
赴延安， 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 年，黄天调冀热辽军区“尖
兵剧社”任社长。在艰苦残酷的战争
环境中， 他利用战斗间隙或行军途

中，与今歌等合作，创作了十
几个反映军民浴血抗战和人
民群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下痛苦生活的歌剧、 话剧、活
报剧剧本， 如 《夜深人静时》

《拥军模范于萍》《满洲泪》等。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冀
东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把中国
百姓赶进铁路沿线的 “人圈”

里，“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被他
真实地反映到 1945 年创作的
大型四幕歌剧 《地狱与人间》

中。 这部剧是冀东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
一部史诗， 也是黄天艺术创作的高峰。

1945年 7月 1日，冀热辽军区副参谋长
才山和黄天率“长城剧社”和“尖兵剧社”

在河北迁安联合演出 《地狱与人间》，引
起巨大反响。 在赴军区所在地玉田演出
途中， 于 7月 4日在遵化杨家峪村遭遇
日伪军包围。在组织指挥突围的战斗中，

黄天两次冲回村中，解救被包围的同志，

最后弹尽，壮烈牺牲，时年 37岁。

永不凋零的巾帼玫瑰 张露萍
据新华社成都 3 月 27

日电 （记者 余里 叶含勇）

临近清明，细雨纷纷。在位
于四川崇州市中心的露萍
广场，树立着一名女烈士的
雕像———她就是我党永不
凋零的巾帼玫瑰张露萍。

张露萍， 原名余硕卿、

余慧琳、 黎琳等，1921年出
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
市）。1937年，在成都读中学
的张露萍，加入了党的外围
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
队， 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
年 11月， 在共产党人车耀先和党组
织的帮助下，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
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

1938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深秋，张露萍告别了生活
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告别了新婚不
久的爱人， 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
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

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
地下党支部书记。

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
部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在
敌人的心脏， 在敌人最森严、

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
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同
敌人展开特殊的战斗。他们及
时准确地提供了许多重要情
报，使党组织多次躲过敌人的
破坏，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
动被我党掌握。

1940 年 3 月， 地下党支部不慎暴
露，引发了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
台案”。张露萍等 7人全部被捕，被关押
在重庆白公馆监狱。 面对多次严刑拷
打，张露萍等同志始终没有屈服招供。

1945年 7月 14日， 敌人把张露萍
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光、陈国
柱、王锡珍 7 人押上刑车。在通向刑场
的路上，张露萍领着战友们高唱《国际
歌》，牺牲时年仅 24岁。

七次被捕的工农运动英雄 乔国桢
据新华社西安 3 月 28

日电（记者李浩）乔国桢，原
名乔如桢，1907 年 3 月 15

日出生于陕西省佳县店镇
乔家寨村一个农民家庭 。

1924 年考入绥德省立第四
师范学校，同年冬加入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
中国共产党员。

1927年 6月，乔国桢被
捕入狱，后被党组织营救出
狱。同年 12月，到华县高塘
民团开展兵运工作， 组建农民武装，

参加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乔国桢
赴河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先后任中
共井陉县委书记、唐山市委委员兼职
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9 年 12 月第
三次被捕入狱， 越狱后回到天津，任
中共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在北平、天津、河北一带组织工人开
展斗争。

1938年乔国桢赴延安。次年到苏

联治病。1941年回国后， 在乌
鲁木齐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工作。1943年被捕， 关押在新
疆第一监狱。

乔国桢曾先后七次被捕
入狱， 受尽敌人的酷刑折磨，

患上严重的肺病， 仍坚贞不
屈、视死如归。他在狱中仍不
忘为党工作，设法与狱中党组
织取得联系，把自己所住的监
狱养病室变成了联系全狱战
友的联络站，并把自己历次入

狱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写成万余字的
狱中斗争意见稿在监狱里秘密传阅，向
难友们尤其是年轻的同志传授自己在
狱中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经验。他在
给监狱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

“唯望牢内全体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对
敌，坚持斗争。”

1945年 7月 31日， 乔国桢在敌人
的迫害和肺病的折磨下逝世， 时年 38

岁。

静安商务楼宇党组织实现全覆盖
（上接第 1版）每一栋楼，都如同一个内涵丰富
的“节点”，给白领党员带去午餐、生活、社交、

工作、发展等实实在在的“家门口”服务。

天目西路街道 57栋商务楼宇里， 每天中
午的“一小时”，成了 6万楼宇白领在工作日最
期待的时段。通过走进企业，深入调研，街道编
制了“幸福一小时”服务清单，整合最优资源针
对性地为白领送上精准服务———新东方顶级
英语老师每周一次为白领们免费讲解商务英
语；爱心暑托班送进楼宇，解决白领双职工家
庭的后顾之忧；各类交友活动，帮助忙于工作
的单身海归们找到了意中人……

在静安的楼宇党建工作中，聚焦白领现实
需求、引进各类服务项目的工作方式是始终如
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是凝聚白领党员
的前提，只有服务好了，才能把他们凝聚在党
组织周边。”近两年，通过对白领需求、服务内
容和建设成效的分析，静安的党群工作者们发
现，白领不光对就餐、社交等传统服务项目有
需求，他们自我提升和理论学习的迫切性也日
益增长， 这就要求楼宇党建不断提升服务能
级。

2018年， 静安区在既有的组织设置下，又
探索成立楼宇联合党委。 率先成立的恒隆广
场、越洋广场、静安中华大厦联合党委将楼内
各类党组织资源盘活，让楼宇党建功能“换代
升级”。 前不久， 越洋广场内的一家外企就提
出，想给员工开设一堂讲述“一带一路”相关政
策内容的课程。通过楼宇联合党委对接街道党
建资源， 很快邀请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教
授，把一堂生动的党课开进了外资企业。

除了楼宇内的党建服务站，静安还
有一个能为域内所有白领党员提供服
务的功能 “中枢”———白领驿家两新组
织促进中心。成立十年，这家社会组织
已经吸纳了近 7万名白领会员，开展各类活动
1300余场，其中有社交品牌“缘来一家人”，有
关注白领身心发展的 “驿家心 SPA”、“文驿星
空间”、“驿家乐学堂”，有引导白领参与社会公
益的“公益也时尚”。

正是有了诸多服务品牌的积累，2017 年，

白领驿家全新打造了“筑梦忆初心”品牌活动，

并推出白领思政研修班、“举着党旗去旅行”行
走党课、“我的青春是你的年轮”主题论坛等活
动，进一步凸显党建引领的政治内核。不久前，

全国“两会”刚刚闭幕，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著
名主持人曹可凡便来到静安核心商圈，为台下
的百余名白领做了一场有关两会精神的报告
演说。这是白领驿家两新组织促进中心推出的
“我的青春是你的年轮”2019年首场讲座，会场
上掌声不断，白领们听得津津有味。

亮出党员身份很“酷”

在静安越洋广场欧莱雅公司党员员工工
位上， 常会看到这样的标签：“确认过眼神———

你就是党员”“有困难找党员”，字体活泼，颜色
鲜明。 从 2013年欧莱雅公司成立第一个党支
部，到今天的第五个，并设了总支，公司里 170

余名党员， 每次参与 “企业公民日”“党员公益
日”，还会把“call me 党员”的贴纸粘在衣服
上。Call me，有“叫我”的意思，也有“随时找我”

的意思。显然，党员是让他们感到骄傲的身份。

近年来， 通过开展细致入微的楼宇党建服
务，静安区打动了一大批白领党员主动参与党建
工作，亮出党员身份，凝聚在党组织周边。欧莱雅
公司便是典型的例证： 通过将 “企业公民日”与
“党员公益日”有机融合，欧莱雅的每一位党员都
有深入社区开展志愿服务的机会。 校园义卖助
学、关爱农民工子女、社区美妆教学……每一次
服务，不仅党员冲在最前面，就连公司的外籍老
总们也要来“蹭热点”，他们会戴上“党员好伙伴”

的标签，与白领党员们一同上街、进社区，贡献力
量。

位于安远路上的外企公司玫琳凯，白领党员
带头推动企业内垃圾分类工作，不仅门口垃圾箱
房干净整洁，可以邀请客户到内部参观，还和附
近的“兄弟单位”合作处理餐厨垃圾。原来，在江
宁路街道的帮助和指导下，玫琳凯成立了推广垃
圾分类的跨部门工作小组，并在街道牵线下与同
区域内的企业同乐坊合用一台餐厨垃圾处理“神
器”，能够实现垃圾减量化 90%以上。

“两新”组织主动与社区互动，参与社会治
理，这是静安楼宇党建的重要功能外延。通过组
织机制凝聚在一起的白领党员，不但在自身的岗
位上发挥引领作用，更主动亮出党员身份，在更
广阔的社会天地献力献智。南京西路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蒋春海告诉记者：“白领党员不仅仅关心
自己的事， 关心楼宇能为他们提供什么服务，而
且积极参与社区里的老房加装电梯、周边的街面
环境、城市更新等话题讨论，街道组织的各类公

益慈善活动，他们也积极投身。”

今年 2月，白领驿家两新组织促
进中心发起对口扶贫公益行动。这是

上海首个面向社会广泛发起、“两新”组织和白领
群体自发参与的对口扶贫项目，静安白领通过认
领对口扶贫地区少年儿童的 999个愿望，募集 7-

12岁少年儿童图书 1万本，将为对口扶贫地区小
学———巴楚一小建设 1个 “益家盟·小胡杨图书
室”。活动当天，大屏幕显示的认领和捐赠数据不
断攀升，最终在活动结束前，静安白领助力对口
扶贫公益行动的公益目标超额完成。

党建为楼宇经济添动能
位于静安区的 185幢重点商务楼宇里，税收

“亿元楼”69幢，“月亿楼”9幢。 活跃的楼宇经济
为党建工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土壤和空间，而生
动活泼、扎实有效的“两新”党建又为楼宇经济添
砖加瓦。数据已然说明问题：在 2018年度静安区
文明单位的评选中，楼宇里的“两新”党组织荣获
文明单位称号的占比全区单位 25%；90%的静安
区五星级“两新”党组织，同时也是静安区文明单
位。

高服务能级的党建工作提升了静安楼宇的
品牌和知名度，最终形成了楼宇和企业双赢的局
面。 凯迪克大厦党总支书记肖素华告诉记者，这
栋商务楼虽已有些“年纪”，硬件条件在整个静安
区范围内不算好，可入驻率却达到 100%，白领们
不但认可楼里的党建工作，甚至还把肖素华等一
批党群工作者当作“自己人”，有烦恼有困难愿意
找“肖老师”们倾诉。“凯迪克大厦里的企业已经
是老邻居了，好多公司几年前就想搬进来，可就

是等不到空位。”肖素华说。目前，静安区 50个建
立党建服务站的楼宇入驻率均达到 95%以上。

在静安寺街道，记者还看到一个楼宇内党建
与经济相互促进的实证。集商务、百货为一体的
越洋广场是静安寺商务楼群中耀眼的一颗星，这
里集聚着摩根大通银行、 国际医药巨头卫材药
业、勃林格制药、国际专业投资咨询机构罗思咨
询等知名外资企业 45家。近年，越洋广场联合党
支部创新党建模式，从整合资源开始，推行楼宇
党建融入商务区微网格。通过把政府服务企业的
资源整合于微网格内，将资源按需科学配送至商
务区。

在商务区微网格里，街道总工会、妇联、静安
寺商圈企业服务中心等服务项目，分别导入商务
区勃林格殷格翰投资公司、璞丽酒店、卫材药业
公司、越洋弘进物业、芮欧百货等企业；“上海最
美书店”钟书阁静安店盘活利用，作为商务区微
网格党群活动中心，为白领举办读书沙龙、儿童
教育论坛、健康讲座、书香伊人等公益活动……

进驻商务区的各单位共享共建，“同住一片区，齐
唱一台戏”，共同促进“两新”组织、经济健康发
展。过去一年里，欧莱雅（中国）、卫材药业公司蝉
联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越洋弘进物业、勃林格
殷格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荣获静安区文明单
位；卫材药业公司荣获上海市巾帼文明岗；钟书
阁荣获静安区工人先锋号，企业和楼宇在党建这
面旗帜的引领下，相互促进，共同成长。

“静安楼宇党建从最开始的建立党组织、凝
聚党员，经历了创新党建工作、服务白领群体的
过程，现在迈入优化组织设置、党建引领发展的
新阶段。”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明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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