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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为方便开展地下党
工作，冯仲云在松花江北岸的

“牛甸子岛”上租了一幢俄式木
板房安了家。这里成了中共北
满特委的一个活动点。1931年
秋天，罗登贤作为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共中央派驻满洲省委
的代表（化名达平），由满洲省委
组织部长何成湘同志陪同来北
满巡视工作，并且住在冯仲云
家。

据冯仲云的夫人薛雯回忆
说：“他是瘦高个子，那天穿一件
浅灰色的长衫，样子既庄严又和
蔼。讲一口北方话，只是偶尔露
出些广东口音来。”罗登贤和满
洲省委组织部长、北满特委书记
等，常在冯仲云家里开会、商谈
工作。罗登贤经常开导战友们：

“做革命工作要经得起风吹雨
打，阶级斗争的知识要从革命的
实际斗争中去寻找，革命的理论
要在实际工作中去不断提高
……”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罗登
贤在“牛甸子岛”召集了北满中
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议，分析政
治局势新变化，研究斗争对策。
也正是在这次会上，他发出了震
撼人心的号召：我们中国共产党
人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
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

冯仲云曾在文章中回忆：
“登贤同志这个指示，坚定了东
北共产党人为自己，为祖国，为
东北解放的决心。在这个决心
下，才建立起了东北抗联十四年
孤军苦战的光荣业绩。”

“牛甸子岛”上的革命

东北抗日武装创建人
罗登贤，1905年生于广东。1925年春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先驱之一。罗登贤是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
补委员，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
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31年夏，罗登贤任中共中央驻
东北代表，与哈尔滨的故事由此拉开序幕。

1931 年 11 月间，中共满洲省委
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被捕叛变，中共
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
张应龙和军委书记廖如愿被捕。12
月，罗登贤临危受命，任中共满洲省
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直接领导东北
的抗日斗争，并将满洲省委从沈阳
迁到当时尚未陷落的哈尔滨。于
是，冯仲云在哈尔滨的家就成了满
洲省委的机关。

罗登贤组织营救关押在东北狱
中的杨靖宇、赵尚志、饶漱石、赵毅
敏等人。1932 年春，罗登贤和赵尚
志准备组织哈尔滨伪警备队兵变。
为了保密，宣传品没有送到地下印
刷所去印，而在冯仲云家里印，而冯
仲云的女儿竟成为地下工作的“小
演员”。罗登贤装作哄孩子睡觉，用
脚使劲地踏地板，以掩盖印刷时的
响声，完成了印刷任务。同年 10 月

27 日，罗登贤夫人周冷波在哈尔滨
生下他们唯一的儿子罗伟飞。为了
不影响党的工作，他们忍痛将 3 个
月大的孩子送到香港亲属家抚养。
而这一去，竟是父子的永别。

1933 年 3 月 28 日，由于叛徒出
卖，罗登贤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
捕。面对敌人各种酷刑，罗登贤宁
死不屈。8 月 29 日罗登贤同志在
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 28 岁。

临危受命 舍身为国

科学精准排查风险
全员核酸检测启动迅速

本轮疫情发生后，松北区立即展开
全面风险排查工作，公安、工信、公共卫
生等部门协同作战、信息共享，工作组和
各街（镇）密切配合、协调联动，第一时间
接收信息、第一时间排查管控。

在风险排查中，松北区坚持“大数
据＋网格化”，加大对来自疫情重点风险
地区排查力度，按照规定时限做好大数
据推送人员、自主排查人员、密接者和次
密接者以及与阳性感染者同轨迹人员的
排查管控。建立起工作组和街（镇）联动
的工作机制，对于风险人群实行“先管后
筛”；对于已明确不在松北区的风险人
员，实行信息“双推送”，同时做好信息跟
踪、闭环管理。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10月30日下
午，松北区迅速集结工作人员，启动全员
核酸检测工作，在全区共设置核酸检测
点位811个，做到“应检尽检”。

强化督查检查
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松北区成立多部门组成的监督检查
工作组，统筹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工作，对
内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开展日常检
查、随机抽查和整改落实“回头看”工
作。区级领导每日到包保街（镇）检查部
署情况，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区纪委监委成立8个工作组，督导各责
任单位统筹协调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形
成“日检查、日通报”的监督检查机制，建
立“立查立改、对照落实”的问题整改机
制，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题顶格处
理，严肃追责问责。

哈尔滨市第33号公告发出后，松北
区迅速落实公告要求，督促所有商户在
经营场所明显处张贴哈尔滨市第33号
公告，全区所有药店停售“四类药”，所有
具备婚宴条件的酒店停办婚宴；商场超
市等公共场所严格落实防疫措施；景区
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实行分
时预约、扫码（健康码、行程码）进园。区
委宣传部、区文旅局、区市场监管局展开
地毯式检查，对于执行疫情防控不到位
商户迅速关停。

此外，松北区还做到社会面管控到
位、应急演练到位、隔离管控到位。松北
区细化了社区（村屯）分区管理，所有小
区严格落实扫双码、测温、戴口罩；农村
地区封闭通村路口，建立卡点，所有进出
村民实行扫双码、测温、戴口罩。开展应
急演练23场，模拟推演10余场，查漏洞
补短板，提升实战能力。梳理全区具备
隔离条件的宾馆名录，储备隔离点团队
和储备物资包，形成备用清单；出台居家
隔离指南；加强中医药干预，为隔离管控
人员发放中药代茶饮。

松北区坚持“七到位”
打好疫情防控主动仗
（上接第一版）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秋冬季节是
事故多发易发期，也是安全防范的关键
时期。日前，松北区安委办组织各街镇
安全生产分管领导，召开松北区安全生
产重点行业专项整治会议，深刻吸取近
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对燃气等重点行业
安全生产工作再部署再落实。

会上，松北区安委办通报了近期省

内外燃气等事故情况，结合区情对秋冬
季节燃气和液化气检查、九小场所日常
安全监管、小区“三道”清理、库房拆闸
断电、电瓶车禁止楼内充电、农村柴草
垛禁止入村、农用机械粘贴反光贴、农
忙季节点对点交通出行、高层小区消防
设施修复补建后管理等工作进行详细
安排和部署。会议现场，还邀请黑龙江

天辰燃气公司专业人员讲解了燃气设
备安装使用标准规范和检查注意事项。

会后，松北区各街镇迅速落实，要
求各村、社区重点加强辖区内“九小门
店”用气安全宣传教育，严格操作规程，
定期更换燃气软管，安装液化气报警
器。各村、社区进一步加强仓库、库房
及地下建筑管理，杜绝火灾事故发生。

松北区开展安全生产重点行业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近日，
位于哈尔滨新区的省百大项目——中
融信托大厦正式封顶，数十家企业意向
进驻。

中融信托大厦是新区招商引资的
重点“央地合作”项目，位于新区金融商
务核心区域，占地面积1.44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9.5万平方米，总投资额
约11.5 亿元，已于2019年 5月开工建
设，预计2022年底竣工，大厦高约167
米，建成后将成为新区又一地标性建
筑。项目现已取得国际最具影响力的
环境评估标准——美国绿色建筑认证
LEED金级预认证证书，配套了温暖大

堂、空中花园、健康餐厅，配备了空气净
化新风系统、自动体外除颤仪（AED）以
及安防、通信、能源管理、智能办公等
20余个方面的智能化系统，通过实现
人、信息和工作环境的智慧结合，打造
具有国际品质的智能化写字楼。

据介绍，该项目将依托中融信托的

行业影响力，吸引一批金融机构、保险
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关联产
业进驻，对新区打造金融产业集群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在建设过程中，项目同
步启动招商工作，现已与数十家知名金
融企业、国有大型企业初步达成进驻意
向。

省百大项目中融信托大厦封顶
新区再添新地标！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松江北岸松江北岸 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44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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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松北区按照省市疫情防控工作部
署，全区366名党员干部迅速下沉到包保社区，辅助
社区卡点执勤、核酸检测等防疫工作。据了解，松北
区下沉干部在隔离点已成立2个临时党支部，丽枫酒
店（融创茂店）临时党支部驻点单位为松北区建设
局，上级党组织隶属松北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丽
枫酒店（商大店）临时党支部驻点单位为松北区检察
院 ，上 级 党 组 织 隶 属 区 检 察 院 机 关 党 委 。

本报记者沈丽娟摄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11月
3日，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启
动本轮疫情发生以来的第二轮核酸
检测。14时许，一台大客车驶入哈
尔滨利民生物医药园区基础建设项
目现场，上门为在这里施工的工人做
核酸检测。

在建设现场，记者看到，一处空
地已摆放好一张木桌，桌子前方的地
面上清晰贴着一米线标志。跟医护
人员一起下车的，是新区住建局质量
监督站工作人员崔亮，在这里他变身
为信息采集员。工人迅速沿一米线排
起长队，录入身份信息、采样，一个接
一个，速度很快。做完核酸的工人又

转身走向工地，投入紧张的施工中。
“我们的项目主要是为附近企业

做配套，现场有100余名工人。我们
若把人都集结在一起再用车拉到指
定地点进行检测，耗费时间比较长，
会影响施工进度。新区住建局专门
派核酸检测车到现场进行采样，大大
方便了企业，也保证了项目施工进
度。”中铁十四局哈尔滨利民生物医
药园区基础建设项目经理马林说。

“我们上门为他们做核酸检测，
不仅减少施工工人流动性，也减轻了
社区核酸采集的负担。”崔亮介绍，新
区目前有在建项目154个，其中他所
负责的项目有14个。

新区住建局局长唐红斌告诉记
者，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由于工
地人员流动性大，新区住建局会每隔
14天上门为在建项目工地工人开展
核酸检测。疫情发生期间，新区住建
局则会根据市、区防疫指挥部统一安
排，与居民同步开展对建筑工人的核
酸检测。每当这时，20几台各配备
一名医护人员及一名区住建局工作
人员的核酸检测车，就会穿梭在新区
的各大建筑工地。

“按照局里‘不落一人’的要求，
我们要在今天24时前，完成所有在
建项目的全员核酸检测。”登上大客
车，崔亮奔赴下一个建筑工地。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针
对当前疫情防控复杂严峻形势，
哈尔滨市公安局松北分局迅速启
动应急响应机制，全面动员、全警
参战，确保了哈尔滨新区江北一
体发展区核酸检测工作平稳有
序。

10月30日，哈尔滨市公安局
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后，松北分
局党组快速反应，当天，松北公安
分局组织警力400余名、警车100
余台次，火速投入到疫情防控工
作之中。

“请大家排好队，佩戴好口
罩，保持一米距离，准备好身份证
……”松北公安分局各部门民警、
辅警与社区、街道等相关部门有
序对接，紧密结合现场人流特点，
提前设立隔离桩、拉设警戒带，提
醒前来做核酸检测的群众要做好
自身防护，戴好口罩，引导群众保
持安全距离，严防人员聚集、扎
堆。

大耿家公安检查站作为冰城
的“北大门”，是防疫工作的第一
道防线。针对此次疫情，松北公
安分局巡警大队迅速集结，在进
出城方向均设立检查岗位，对离
哈及从外地返哈人员进行管控。

闻令而动
新区公安织密
疫情防护网

本 报 讯（记 者沈丽
娟）为保障黑河市疫情防
控，进一步做好核酸检测
工作，10月31日，黑龙江
省第二医院派出移动检
测实验室（方舱）赴黑河
市北安支援。应当地卫
健局的要求，11月1日零
时正式启动方舱检测工
作。第一期样本为1200
管（12000人次），全部由
该检测队完成。

10月 30 日，省二院
接到上级指令后，立即成
立“省二院支援黑河市方
舱检测队”，由院领导带
领检验科8名检测人员，
带方舱支援当地核酸检
测工作。

当天15时正式启动
方舱吊装安装工作，进行
卫生清理、设备安装、试
剂摆放等，11 月 1 日零
时，准时启动核酸检测。

省第二医院
支援黑河366366名党员干部名党员干部

下沉社区战下沉社区战““疫疫””

党旗高高飘扬 逆行出征

民警检查过往车辆民警检查过往车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薛婧薛婧李爱民李爱民 摄摄

核酸检测车进工地

送检上门

文/摄 本报记者 沈丽娟
在一个工作日8小时内就完成

了全小区2000余人的采样。11月3
日，在松北区松北街道盛恒基社区湖
滨绿茵小区，社区党支部书记于秀慧
告诉记者，为了做到应检尽检、不落
一人，社区集结了社区工作者、志愿
者、下沉干部、物业人员共计20余
人，采取网格化管理的方式，让核酸
检测更加有序。

于秀慧介绍说，在单元长网格群
里，总调度会根据检测进度通知各个
单元长，一个单元快检测完了，再通
知下一个单元的居民出来检测。网
格化模式不仅避免了人群聚集，也减
少了居民在室外排队的等待时间，给
特殊群体开通优先检测的绿色通道，
居民在排队时配合度也很好，几乎没
有怨言。

作为社区大管家、总调度，从核
酸检测前的物资调配、设备消毒、一米
线的设置，再到每天晚上参加疫情防
控的调度会，接收流调信息、为隔离居
民服务……于秀慧事无巨细，手机24
小时不离身，电话也是一个接一个，每
天24时之前几乎不能休息，由于长期
劳累、缺乏睡眠，于秀慧血压经常高到
170~180，要靠吃药维持。无论多忙
多累，只要一个流调电话进来，需要隔
离居民，即使是后半夜，她也要上门去
做居民的安抚工作。

“在上次疫情中，有一个密接居
民需要隔离，但她说自己不能做饭，需
要每天有人给她送饭，我就把自己的
盒饭让给她，直至隔离期结束。”于秀
慧说，隔离的是病毒，凝聚的是邻里间
的同心，这些温情的传递，使大家心更
近了。

于秀慧慧
社区防控一线控一线““守护人守护人””

于秀慧于秀慧（（中中））
工作中工作中。。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4日上
午10时许，在哈市松北区松安街
道中关村社区，松北区工商联爱心
企业为防疫一线的社区工作者“雪
中送炭”，送上200余顶棉帽子和
100余盒养生茶，让辛苦的社区工
作者们暖身又暖心。

松北区工商联党委书记、副主
席梁燕介绍说，从 10月 31日开
始，该区工商联的党员干部和企业
家志愿者踊跃报名主动下沉到社
区。在社区卡点扫码测温、核酸检
测维持秩序的过程中，他们在冷风
中一站就是近10个小时，急需防
寒保暖物资。

3日，松北区工商联企业哈尔
滨市松北区雪玲针织厂在得知防
疫一线急需防寒保暖物资后，连夜
加工了200余顶针织棉帽，4日上
午就送到了中关村社区。哈尔滨
市松北区竹林轩茶行也为中关村
社区送来了100余盒养生茶，让在
寒风中值守的社区工作者和志愿
者们在劳累之余，能喝上一口热
茶。

爱心企业
“疫”线送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