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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红色津沽

“五二八”大游行：党民一心，共同抗日
■本报记者徐雪霏

又是一年春天，天气渐暖，万物复苏。
伴着和煦的春风，记者走在海河边，思绪万
千。如今的海河碧水微澜，河岸两边风景靓
丽，这条被誉为“天津的母亲河”的河流见证
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可谁又能想到，早在八
十五年前，这条河曾被染成了血红色……

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实施侵
华阴谋，天津局势日趋紧张。5月，日军同冀
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订《华北防共协定》，规
定第二十九军由平津地区撤至河北省南部，
由日军驻守平津和华北铁路沿线。日军以
设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为进一步实
施侵华阴谋的指挥中心，大规模增兵华北，
并以“防共”为名向天津及华北各军事重镇
和交通要道进犯。一时进驻天津的日军达
6000余人。

为炫耀武力，日军在海光寺中国驻屯军
司令部附近频繁举行军事演习。与此同时，
强征华工加紧在天津一带修建飞机场、兵营
等军事工程。工程完成后，日军残忍地将被
迫为其修筑工事的民工成批杀害，弃尸海
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河浮尸案”。从4
月至6月间，在海河上被发现的男性浮尸多
达300余具。这一切在天津各界群众特别
是爱国学生中引起强烈震动和极大愤慨。

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华北和屠杀
我同胞的血腥罪行，进一步宣传党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刘少奇指示中共天
津市委组织全市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举
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5月中旬，在刘
少奇亲自部署下，林枫代表北方局召集天津
市委负责人易吉光、李启华等，在津西铃铛阁
附近一地主陵园内举行秘密会议，传达了刘
少奇关于在天津发动抗日大游行的指示。会
议就游行的组织工作进行了研究，决定由彭
涛负责学生救国联合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
队的工作；李启华负责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
组织各界群众响应。会议提出游行队伍不进
日租界，避免采取过激行动等要求。

中共天津市委对这次游行示威非常重
视。市委主要负责人李铁夫亲自找学生救国
联合会负责人朱光进行布置，要求学生救国
联合会发动各校，组织精干的学生纠察队，
以防止国民党当局和汉奸、特务的破坏和镇

压。天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扶轮中学召开
联席会，朱光传达了市委的指示精神。会议
决定5月30日举行全市学生抗日游行示
威。不料，这次行动在组织过程中被国民党
当局察觉。在此情况下，天津市委指示学生
救国联合会将示威游行提前到5月28日。

5月28日，天津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在
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游行队伍按预定计划分作南北两路，向市中
心会合。南路由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广东
中学、三八女中等校学生组成，经南马路、东
南角、东马路，到官银号；北路由法商学院、
北洋工学院、女师学院和河北第一师范学校
等校学生组成，经月纬路、七经路、金钢桥，
至大胡同。游行队伍在“天津市学生爱国示
威大游行”巨幅横标引导下，沿途高呼“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等口
号。当军警企图干涉时，学生们便高呼“中
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天津军警一起抗
日”，博得军警同情。南北两路队伍在官银
号会合后，举行了群众大会，强烈呼吁“停止
内战，一致对外”，并提出“反对华北特殊化”
等决议。随后继续游行至南开操场结束。

这次行动在中共北方局和天津市委直
接领导下，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得到各
界群众的支持，并争取到军警的同情，从而获
得极大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天津抗日救亡运
动的蓬勃开展。“五二八”大游行不久，姚依林
在6月20日出版的《长城》杂志第一期上发表
了署名方涛的文章，题为《“五二八”运动的经
验与教训》，对这次行动的意义和影响给予了
全面总结和高度评价，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政治影响。

夕阳西下，记者走在当年爱国学生们游
行时走过的路，思绪似乎也跟着回到了八十
五年前的那场游行。在那个战争动乱的年
代，这些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学生，带着他们的
满腔热血，高喊着救国口号，只为唤醒国人心
中那份对祖国的爱护之情。时过近百年，生
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更应心怀祖国，永远铭
记那些为了我们现在美好生活所付出过努力
甚至是生命的人们。

■本报记者宋德松

20多年，20多个类别，近400册。这一串数
字，是居住在和平区南市街福厚西里社区的79岁
老人许世勋目前集报的成果。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

船初心”“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纪念改革开
放40周年”“嫦娥五号成功登月”“筑牢抗击‘疫’
情的铜墙铁壁”……这些集报尤为耀眼夺目，中国
共产党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事件，都被许世勋老人
做成剪报，精心保存、收藏着。

许世勋是一名已退休的普通工人，年轻时就
养成了爱看书、爱读报的好习惯。退休后，家中
常年订阅《光明日报》《天津日报》等多份党报党
刊，这也为他后来剪报提供了大量素材资料。慢

慢地，许大爷爱集报、剪报的事情便传开了，其
剪报作品也被多家媒体相继报道、刊发，他成了
社区的“名人”，社区居民们给这个“名人”起了
个可亲的外号——“剪报达人”。对于这个称谓，
许大爷笑着表示：“叫什么无所谓，只要能把这
些剪报分享给大家，给大家带来正能量，就是我
最大的心愿。”

为了让更多的人重温历史、记住历史，每逢国
庆、“七一”等重大节日，社区和集报协会都会与许
大爷联系，请他展出剪报，并邀请社区居民、企事
业单位干部、中小学生参观学习，以此激励大家牢
记历史，提升文化自信。

不久前，福厚西里社区展出了许大爷最
新“问世”的剪报“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红船初心”，与社区居民一同回

忆 1921 年嘉兴南湖上那段历史。每当有人参
观时，许大爷都会乐此不疲地一一讲解每张剪
报的内容以及意义，让大家一起感受党和祖国
的发展。

许大爷家的几个柜子里都堆满成册剪报，各个
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浓缩进了老人的剪报中。“我
退休前就迷上了剪报，尤其酷爱收集关于中国共产党
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经济、文化类的素材资料。”许
大爷说。每当获得新的剪报素材资料，老人都会小
心翼翼剪下，细心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地贴在硬皮本
上，集结成册。
“集报是对历史最好的见证，我就是一名记录历

史的志愿者，今后会坚持不懈地把这项工作继续下
去，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许世勋大爷坚定
地表示。

■本报记者姜凝

日前，南开大学商学院党委收到一笔200元
的特殊党费，它承载着92岁、有着69年党龄的已
故老党员华玉文的临终嘱托。
“华老师是3月10日因病去世的。弥留之

际，她嘱咐女儿一定要完成她最后一个心愿：帮
她将党费交到单位的党组织，尽一名党员应尽
的义务。”南开大学商学院党委秘书陈红艳告诉
记者，“本来支部决定不收，但华老师的女儿态
度坚决，说这是她妈妈最后的遗愿，在弥留之际
还不忘叮嘱家人一定要把党费交了、替她最后
一次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我们听了都特
别感动……”

据华玉文的老同事们回忆，曾任南开大学商
学院管理系第一任支部书记的她，多年来始终以

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铭记党恩，勤
恳奉献，尽己所能地为社会作出贡献。退休后，华
玉文也时刻关注着学校、学院发展，献计献策发挥
余热。2008年汶川地震时，她积极响应学校党委
号召，一次性交纳5000元“特殊党费”，并表示“作
为一名老党员，看到国家有难却无法前去帮忙，希
望这点党费能给灾区人民送去一些帮助。”

了解情况后，商学院党委为华玉文办理了这
次“特殊的党费”交纳。“华老师从没有向组织提出
过任何照顾和要求，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还不忘表
达对党的真挚情怀和爱国爱党的深厚情感，用69
年的党员生涯诠释着一个党员的党性坚守，给我
们上了一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党性课。她这
种无私奉献精神比金钱更宝贵，值得我们所有党
员干部学习，并将激励大家前行。”商学院党委书
记孙跃动情地说。

92岁老党员临终嘱托——

替我上交最后一笔党费

日前，河西区图书馆走进天津警备区，举办“讲好党
史故事弘扬延安精神”主题读书活动。天津市延安精
神研究会副秘书长、天津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讲师团成员、原天津市委党校研究员李
淑华老师为官兵宣讲新时代学习研究弘扬践行延安
精神的重大意义。 本报记者张磊通讯员刘晓珂摄

学党史读好书

自驾出行、日常通勤、快递物流……

未来五年，看交通出行新变化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的开局之年。交通运输不仅是国民经济
的“先行官”，也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交通强国”的图景振奋人
心。未来五年，自驾出行、日常通勤、快递物流……
都将迎来新的变化。

展望未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
加强出疆入藏、中西部地区、沿江沿海沿边战略骨干
通道建设，有序推进能力紧张通道升级扩容。

其中，“世纪工程”川藏铁路建设将取得进一步
发展。国铁集团董事长陆东福告诉记者，国铁集团
将川藏铁路建设列为“头号工程”，举全行业之力组
织推进。去年11月8日开工建设以来，先期开工的
“两隧一桥”（色季拉山隧道、康定2号隧道、大渡河
桥）工程已形成了良好的试点示范效应；雅安至新都
桥、波密至林芝正在组织招标，3月底可实现开工建
设；新都桥至波密正在进行专项技术审查，争取8月
份招标，四季度具备开工条件。

全国来看，“十四五”期间，铁路建设任务仍十分繁
重，在建、已批项目规模达3.19万亿元。到2025年，全
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7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含
城际铁路）5万公里左右，铁路基本覆盖城区人口20万
以上城市，高铁覆盖98%城区人口50万以上城市。

仅在长三角地区，“十四五”期间铁路建设投资规
模预计达1万亿元左右。到“十四五”末，长三角铁路
营业里程将达1.7万公里，高铁里程约9500公里，较

“十三五”末分别增加4200公里、3500公里左右。
与此同时，轨道交通发展将继续推进城市群都

市圈交通一体化。我国将进一步加快城际铁路、市
域（郊）铁路建设，构建高速公路环线系统，有序推进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到“十四五”末，我国将基本建
成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轨道交通网。
“未来，长三角地区将率先建成内外互联互通、区

际多路通畅、省会高效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
覆盖、枢纽衔接顺畅的现代化铁路网。”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建设部主任武凤远说。

除了持续织密交通网，还要进一步推进各种运
输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提高网络效应和运营效率。
“枢纽建设的内在含义，就是要从单一的交通运

输方式走向综合运输体系建设。”东南大学交通法治
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说。

在江苏南通市通州湾吕四起步港区，随处可见
忙碌的建设场景。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同通州湾新
出海口一期通道工程等，构筑成“港航货融合、江海
河联动、公铁水互通”的综合集疏运体系，成为连接
内外双循环的重要枢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构建多层级、一体化综
合交通枢纽体系，优化枢纽场站布局、促进集约综合
开发，完善集疏运系统，发展旅客联程运输和货物多
式联运，推广全程“一站式”“一单制”服务。
在山东，“打造便捷舒适客运服务体系”的号角已

经吹响。根据规划，到2025年，山东全省国际航线将
达到120条，国内民航航线增至670条。推进干线铁
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四网融合”。建设
济南、青岛、枣庄、烟台、潍坊、威海等6个国家公交都
市，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营实现乡镇全覆盖。
物流方面，我国将加强邮政设施建设，实施快递

“进村进厂出海”工程，同时进一步推进中欧班列集
结中心建设。2020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1.24万
列、发送113.5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50%、56%；西
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全年开行3600列、发送19万标
箱，同比分别增长73%、80%；今年前两个月，中欧
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又增长了
96%、175%，国际战略通道作用愈加突出。

据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强烈反对诋毁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干涉行径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国务院港澳

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4日针对七国集团发
表声明诋毁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发表谈话，对有关国
家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强烈反对。

发言人表示，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作出修改和完善，纯属中国
内政，任何外国都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七
国集团就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发表的声明歪
曲事实，妄加评论，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发言人指出，全国人大日前作出完善
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一国
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筑牢制度根基。这
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
同意愿，是确保香港长治久安的治本之

策。实践证明，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就必须实行“爱国者治港”；要维
护香港繁荣稳定，就必须实行“爱国者治
港”；要推进香港民主稳健发展，就必须实
行“爱国者治港”。

发言人表示，“港独”“黑暴”“揽炒”等
违法活动在香港一度肆虐，与西方一些国
家公开或暗中支持直接相关。在香港局势
由乱转治、日渐向好的今天，少数西方国家
仍然打着“自由”“民主”幌子，极力干扰香
港事务，其政治图谋世人皆知。中央政府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
坚定不移，反对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和
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心坚定不移，任何霸权
主义行径必将以失败告终。

据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记者 刘芳
洲)3月14日，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号刊发题
为《“山寨协和”摘牌变“谐和”，玩个“谐音梗”
就能规避监管？》的评论。近日有媒体调查
发现，随着有关部门严厉打击“知名医院被
冒牌”现象，有些“山寨协和医院”被摘牌后
玩起了“谐音梗”，悄然更名为“谐和医院”。
天眼查数据显示，相关企业信息已有上百
条。对这种打擦边球的方式应继续打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

定，经营者不得实施“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
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
为”。个别医疗机构摘下“山寨协和”的帽
子，换上“谐和医院”的牌子，玩这种容易让
人混淆的“谐音梗”，本质上仍是在“傍名牌”。

用“谐音梗”规避监管，继续骗钱骗保、
无资质行医、大肆销售相关产品，这种新动
向值得警惕。必须追问：“协和”变“谐和”，

如何顺利通过更名手续？现行政策是否给
此类机构留了空子？离了“名牌”傍身，民
办医疗机构是否全无竞争力和生存空间？

今年2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发布通知，要求各地依照《广告法》《医疗广
告管理办法》，强化医疗广告监管执法，打
击医疗机构擅自使用“协和”等知名医院名
称标识，或利用违规名称发布虚假广告、欺
骗或诱导患者、夸大病情或疗效的问题。
从实际效果看，治理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需巩固、进一步加大力度。

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强医疗广告监
管执法、提高登记准入门槛，督促医疗机构
消除侥幸心理，诚信经营。另一方面，对民
办医疗机构来说，需明确其吸引患者的根
本是医疗水平、资源以及为患者提供周到
而专业的服务，“请假名医”“傍名牌”等投
机行为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山寨协和”摘牌变“谐和”

玩个“谐音梗”就能规避监管？广东首次发现新冠病毒
B.1.525尼日利亚突变株

拉萨春雪

3月14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迎来一场降雪。图为当日拍摄的雪中布达拉宫。 新华社发

■到2025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7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含城际铁路）5万
公里左右，铁路基本覆盖城区人口20万以上城市，高铁覆盖98%城区人口50万以上城市。

■到“十四五”末，我国将基本建成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轨道交通网。

据新华社广州3月14日电（记者 徐弘毅）广东
省疾控中心14日通报，该中心12日从两例境外输
入新冠肺炎个案的鼻咽拭子中首次发现B.1.525尼
日利亚突变株，病毒分离工作仍在进行中。

该两名病例均为境外输入的无症状感染者，在闭
环管理中被发现，分别于2月21日、2月22日报告为
无症状感染者，目前仍在医院接受集中医学观察。3
月5日，广东省疾控中心收到广州市疾控中心上送的
两名病例鼻咽拭子样本，立即开展病毒分离和基因测
序分析工作。3月12日上午，通过对原始样本基因测
序分析，结果提示为B.1.525亚型，尼日利亚突变株。

据广东省疾控中心介绍，目前新冠病毒尼日利
亚突变株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发生传播，有研究发
现，尼日利亚突变株让病毒传播力增强，容易导致抗
体中和逃逸现象出现，可能导致感染过新冠肺炎病
例再次感染。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纲要》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
政府工作重点，引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是
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
行动纲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单行本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