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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066期3D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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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投注总额：4688184688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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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注

10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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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07011315 29+08

第2021029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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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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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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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投注总额：4721628元

党史“大课堂”搬到帮扶村

日前，河东区大直沽街道党工委组织开展讲党课、忆党史、学党规系列主题活动，参观“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报纸展，共同回眸历史，展望未来。 本报记者 赵建伟 摄

■ 本报记者 张清

“党史学习教育要扎根心底，见诸行动……”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贫攻坚才会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初春时节，草木萌发。日前，市外办党组理论

中心组来到蓟州区马伸桥镇石家庄村,开展了一
场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
主题的学习实践活动，这也是市外办党组党史学
习教育系列活动之一。

位于蓟州区东部的石家庄村，距市区约2个
多小时车程，是市外办结对帮扶村。3年多的帮
扶，让这个小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里不仅盖起
了6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和日间照料中心综
合楼，还有了自己的产业——蘑菇大棚。
“学史力行，将此次专题学习调研放在结对帮

扶村这个‘大课堂’，就是要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转化为外办工作的实际行动。”市外办主任栾建章
开门见山。

走访日间照料中心，参观蘑菇大棚，问需村
里百姓……市外办机关党员干部、驻村帮扶组成
员和新任石家庄村两委成员在实地走访调研中
交流帮扶成果、畅谈村庄未来规划、探讨乡村振
兴方向。

今年45岁的周晓俊是市外办驻石家庄村帮扶
组组长。3年多来，他扎根农村，和村民们住在一
起、过在一起、干在一起，眼见村里的日子越来越
好。他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
战，本身就是新时期的一部鲜活生动的党史。未
来，他们仍将初心不变，情怀依旧，再接再厉。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咱老百姓过上

好日子。”石家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国栋，看着一
排排菌棒垛上长出的新蘑菇，心里有说不出的欢
喜。“党的帮扶政策好，让村里翻了身。去年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达23万余元，今年要让村集体
产业再壮大。”
“有了产业，腰包鼓了，日子越过越有盼头。”当

市外办的机关党员干部得知，石家庄村蘑菇大棚的
收入，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还充实
了日间照料中心运营经费，都伸出大拇指点赞：“学
党史，受教育，宗旨还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

距离石家庄村蘑菇大棚不远处，有一座小山
丘，是我市著名的龙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冀东抗
日武装大暴动就发源于此。驻足纪念碑前，缅怀
先烈，重温入党誓词……
“学党史践行动，固成果谋振兴”，栾建章说，

市外办党组会不断研究落实新一轮结对帮扶工
作，助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责
任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

■ 本报记者 万力闻 摄影 孙立伟

很少有人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位
于法租界26号路（今滨江道）的“圣功女
中”就是新华中学的前身。那时，每天清晨
都会有修女站在校门口检查学生的容貌仪
表，女学生的制服是背心式、稍微过膝的黑
裙子，头发必须是齐耳的短发……令人想
不到的是，就是这群看似普通的女学生，曾
在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下，于民族危亡之际，
或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或加入爱国抗日团
体开展地下斗争，用青春与热血抗日救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日战
争开始，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月，天津沦
陷。这一时期，日本在政治上扶植建立伪
政权，控制天津的经济命脉，同时也在文化
教育上推行奴化教育。
“圣功女中是天主教会经办的学校。

其创办人夏景如校长暗中向学生们传输了
很多抗日救国思想，那时敌伪召集学生参
与集会活动，校方常以女学生年幼拒绝参
加。”根据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
究员万鲁建的研究成果，从1942年起，日
伪当局规定市私立男女小学将英文课一律
改为日文课，废止日本国之外的外语考试，
并将日语列为必修课目……但是，圣功女
中的学生们并不喜欢日语课，甚至有学生
将课本撕下来擤鼻涕，当时学生们“对学习
日语从思想上抵触，不爱上日语课……”
“圣功女中里，还有很多女学生积极参

与抗日地下工作。”从事新华中学校史研究
的田绍磊老师告诉记者，“当时在圣功女
中，有两个中共天津市委领导的秘密抗日
救亡组织，一个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
称‘民先’），另一个就是女同学会。”

据天津近代教育史研究专家、天津现
代职业学院副教授、退休教师张继祖介绍，
1937年暑假后，圣功女中高三学生张定华
在她的表哥、“民先”队员温宗岐的影响和
介绍下，加入“民先”组织，由“民先”大队队
委郝诒纯领导。张定华先吸收同桌王洁加
入“民先”，又把几个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了
一个文艺小团体“星火社”，定期聚会，讨论
文学和社会问题，大家在思想上有了很大
提高。“民先”队员及其联系的进步学生还
积极参加了“民先”组织的抗日募捐。
“女同学会一方面积极发展会员，一方

面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
团结女工、女同学，让她们参加到抗日救亡
队伍中来。”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原秘
书长郭凤岐先生曾对女同学会有过深入的
研究。据介绍，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
在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下，天津妇女界抗日
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在有女学生的大中
学校普遍成立了女同学抗日救亡组织。比
如，当时天津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和

圣功女中都建立了女同学会。
1937年天津沦陷，在日军的轰炸中，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校舍被毁，部分学
生转到天津圣功女子中学读书。鉴于天津
沦陷的形势，到圣功女中的原女师的女同
学会会员和圣功女中的女同学会会员，成
立了新的组织领导机构“执委会”，这时的
女同学会会员发展到四五十人。执委会七
至十天开会一次，研究发展会员，讨论抗日
斗争工作。

郭凤岐先生在其研究论文《圣功女中
的抗日斗争》中曾记述，按照市委指示，圣
功女中女同学会与改组后的天津“民先”
密切配合，共同开展抗日斗争。“民先”大
队长周彬、队委黄元镇经常与女同学会领
导取得联系，利用设在英租界的女青年会
会址，举行周末歌咏会，演唱救国歌曲，参
加人数多达二三百人。他们还以读书会、
演话剧和打排球等名义，在同学中进行抗
日宣传和募捐，开展慰问抗战部队等活
动。为了宣传抗日，提高会员觉悟，1938
年下半年，圣功女中女同学会编辑出版了
油印的《妇女》刊物，出了两期，每期印50
份，分发给会员……

1939年2月，由于时局更加紧张，在天
津市党组织的统一安排下，圣功女中的一
批女同学会骨干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当
时，共产党员阎国珍、黄哲、李文秀、窦守瑜
（时名陈凯）、朱淑宜（时名朱峥）毅然离开
了家，一口气步行几百里地，一路翻山越
岭，来到平西抗日根据地。五个年轻女孩
儿顾不上脚上的水泡，只感觉脱离了敌人
盘踞的重重危险，投身到抗日战场，精神上
获得了真正的解放。

岁月更迭，圣功女中几经迁址，于
1940年秋迁到了马场道99号，这就是今天
的天津新华中学所在地。2021年3月的新
华校园书声琅琅，吐蕊的花木散发出清香，
遥望岁月长河，革命先烈的赤心与孤勇，才
让一切有了如此美好的模样。

■ 本报记者 王音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近日，北辰区
60多名共青团员、少年先锋队队员齐聚集贤里文体
中心，共同参加由北辰区委宣传部、团区委举行的
“党史学习我争先·红色基因代代传”主题团日活动。

“同学们，我们一起动手剪一条小船，好不
好？这条船就是100年前在嘉兴南湖上的‘红
船’。”活动现场，剪纸非遗传承人赵德宝向学生们
演示和传授剪纸技艺。大家拿起红色绒面纸和剪
刀，跟着赵老师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在赵德宝
的耐心指导下，一个个形象逼真的“南湖小舟”跃
然纸上。大家边学边听，不仅掌握了简单的剪纸

技法，还了解了许多“红船”故事。
“‘红船’是梦想的启航，更象征着一种百折不

挠、勇往直前的精神。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深深鼓
舞了我们。我们要传承这种精神，为祖国的伟大复
兴奋发读书！”北辰区实验中学学生王烁然说。

活动现场，瑞景小学、模范小学的少先队员写下
了“忠心报国、文化兴邦、国泰民安”等书法作品。学
生们还演唱了歌曲《荷塘边的歌谣》《让我们荡起双
桨》，表演了舞蹈《心声》《少年》。

此次活动拉开了北辰区青少年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序幕。北辰团区委还将举办更多形式的党史学
习教育活动，引领青少年“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北辰区举行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团日活动

新华中学圣功楼

红色津沽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者 李延霞）记者17
日从中国银保监会获悉，银保监会等部门近日联合
发布通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明确小额贷
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

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近期，部分小额贷款公司以
大学校园为目标，通过和科技公司合作等方式进行
诱导性营销，发放针对在校大学生的互联网消费贷
款，引诱大学生过度超前消费，导致部分大学生陷入
高额贷款陷阱，引起恶劣的社会影响。

通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要加强贷款客户身份
的实质性核验，不得将大学生设定为互联网消费贷
款的目标客户群体，不得针对大学生群体精准营销，
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大学生互联网消
费贷款风险管理，严格落实大学生第二还款来源，规
范催收行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所有大学生互联网
消费贷款信贷信息都要及时、完整、准确报送至金融
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通知明确，对于已发放的大学生互联网消费

贷款，小额贷款公司要制定整改计划，已放贷款原
则上不进行展期，逐步消化存量业务，严禁违规新
增业务。
记者从银保监会了解到，银保监会下一步将会

同有关部门做好通知贯彻落实工作，积极开展违规
业务的排查整改，坚决遏制互联网平台精准“收割”
大学生的现象，切实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发布通知的部门包括银保监会办公厅、中央网

信办秘书局、教育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人民银
行办公厅。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者 孙楠
伍岳）针对美日近日发表有关联合声明恶
意攻击中方对外政策、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妄图损害中方利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7日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敦促美日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立即停
止搞针对中国的“小圈子”。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日
16日举行外长防长“2+2”会晤并发表联合
声明，称中方行为与现行国际秩序不符，对
国际社会构成挑战。声明还就多个涉华问
题表示关切。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美日联合声明恶意攻击中
方对外政策、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损害
中方利益，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已分别向美日双方提出严正交涉。我愿在
此强调几点：

第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
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基础的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美日没有资格单方面定
义国际体系，更没有资格将自己的标准强
加于人。

第二，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同112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参加了100
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超过500多
个多边条约，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
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美国一贯奉行双重
标准，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
弃，建国后近250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
打仗，在全球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谁是
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国际社会自

有公论。
第三，中国在台湾、涉港、涉疆、南海、

钓鱼岛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
的。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决心和意志坚如磐石。中国对南海诸
岛及其附近海域、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美国本土距离南
海8300多英里，却常年派军机军舰在南
海开展军事演习和抵近侦查。炫耀武力、
胁迫威逼的正是美国。台湾、涉港、涉疆
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
美日联合声明无视有关问题的历史经纬，
罔顾事实和真相，不过是美日狼狈为奸、
干涉中国内政的又一明证和诬蔑抹黑中
国的恶劣例证。

第四，美日固守冷战思维，蓄意搞集
团对抗，试图打造反华“包围圈”，这完全
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同本地区和世界绝
大多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
同期待背道而驰。美日此举只会给本地
区带来混乱甚至冲突，只会让世人越发
看清“美日同盟”祸乱地区和平稳定的真
面目。

第五，日本为满足阻遏中国崛起复兴
的一己之私，甘愿仰人鼻息充当美国战略
附庸，不惜背信弃义、破坏中日关系，不惜
引狼入室、出卖本地区整体利益。这种做
法令人不齿，不得人心。

第六，我们强烈敦促美日立即停止干
涉中国内政，立即停止搞针对中国的“小圈
子”，立即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大局。中
方将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银保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 明确小贷公司——

禁止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外交部敦促美日

立即停止搞针对中国的“小圈子”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者 陈席元）国家
卫健委等五部门近日发文，将12个病种纳入儿童血
液病、恶性肿瘤救治管理病种范围。据了解，这12个
病种包括脑胶质瘤、髓母细胞瘤、颅咽管瘤、室管膜肿
瘤、恶性生殖细胞瘤、鼻咽癌、甲状腺癌、胸膜肺母细
胞瘤、神经纤维瘤病、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慢
性活动性EB病毒感染以及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者 孙少龙）记者
17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日前会同网信、电信主
管部门，依法关停2021年第一批10家非法社会组织
网站，清除了有关关联网页信息。

这10家非法社会组织为：中国安全防范技术工程
行业协会、中国文艺名人协会、亚洲文化艺术奖组委
会、中国国际和平文化发展协会、世界和平文化传播奖
评委会、中国文艺飞龙奖评委会、建党伟业文艺奖组委
会、中国传统艺术协会、中国传统艺术交流协会、中国
艺术家协会河北省秘书处。民政部提醒有关机构和民
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参与其活动时，可通过
“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www.chinanpo.
gov.cn）或“中国社会组织动态”微信公众号提供的全
国社会组织查询功能，对社会组织身份进行核验。

新华社香港3月17日电 3月15至17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
室、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就落
实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
定，在港举办60多场座谈并开展走访、约谈等活动，广
泛听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人士
的意见。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张晓
明、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
主任张勇等负责人出席有关会议及活动。

鉴于疫情防控需要，座谈及走访活动采取小范
围、多场次方式进行。来自香港政界、工商、金融、专
业、劳工等界别以及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团体、地区
团体的1000多名代表人士在活动中充分表达意见，
积极建言献策。与会人士一致表示赞同和支持全国
人大有关决定，认为从国家层面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消除有关隐患和风险，是全面落实“爱国者
治港”原则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香港政治稳定和政权
安全的必要之举，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和香港

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正当其时，十分必要。与会人
士一致表示，通过对选举委员会的重建与赋权，构建
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具有广泛代表性、保障均衡政治
参与的选举制度，有利于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
序，有利于维护香港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切实提
高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与
会人士还就落实全国人大决定、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提出了具体建议，并希望加快立法进程，尽
早明确新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制度。

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听取意见时表示，中央全面
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的决
心坚定不移。全国人大所作决定具有最高权威性，必须
不折不扣加以落实。这是中央有关部门、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和立法机关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责任。完
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既为“爱国者治港”提供了
制度保障，也对特别行政区管治团队的能力和水平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将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全面、客观地报告所听到的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中央有关部门在港举办数十场活动听取香港社会各界
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意见

10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被关停

12个病种纳入儿童血液病、
恶性肿瘤救治范围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既为“爱国者治港”提供了制度保
障，也对特别行政区管治团队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圣功女中的抗日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