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大学附属小学带领学
生走进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拓宽小学思政课内容和方
式，让小学生感受到更加生动
形象的思政教育。图为小学生
们通过VR“走上天安门城楼”
观看“开国大典”。
本报记者姜宝成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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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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8期3D开奖公告

0 7 9
天津投注总额：497154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82注
473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07 13 222630 05 09+16

第2021034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0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1注
2注

144注
483注
4961注
8446注
58007注

1128348元
80596元
2238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4757290元

红色百宝奋斗百年

8页纸，4000多字，蓝墨水钢笔手迹。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珍贵的手稿档案。这份名

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手稿，既没有署名，也没有
成文时间，却成为了解遵义会议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手稿是如何被发现的？作者究竟为何人？记载了哪些
鲜为人知的史实？

1956年，有关方面从莫斯科接收回来一批中共驻共产
国际代表团文件，这份手稿便是其中一件。首页上标明
“（乙）”，显然还有“（甲）”。“（甲）”是什么？至今未知。

为了查明作者，有关方面先是将手稿复印件送给当时
在北京的遵义会议参加者，但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

于是，手稿又送往当时身在杭州的陈云。
“他说，‘这是我写的！’”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回

忆，“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经陈云证实，这份手稿是他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

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又在前往苏联向共产国
际汇报有关情况时带到了莫斯科。

遵义会议的日期是哪几天？出席者都有谁？……陈云
手稿的公开，一下解开了许多历史谜团。
“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手稿如是记录。
从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已查明遵义会议是1935年1

月15日开始。“经过三天”，也就是1月17日结束。至此，遵
义会议的日期查明了。

手稿还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
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
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

根据这段话，历史学者们确定了遵义会议总共20位出席
者的名单。这20人，在一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
屋里，作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关键抉择。

当时，红军已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3个月，屡次失利，濒临
绝境。此前，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在通过国民党军
队四道封锁线后，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余人。

红军怎么办？革命怎么干？
手稿明确记载：“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

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
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
上的经验与教训。”

这份珍贵的手稿，详细记述了遵义会议主要议题及决
定。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
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
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红军很快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1936年10月实现胜利大会师。

对于遵义会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
的转折点”。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
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问题，标志着中
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8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走进
遵义会议纪念馆，凝望一面红墙上书写的“坚定信念、实事
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大字，直抵心底的，是
永放光芒的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胜
利的历史必然。 新华社记者于文静谢希瑶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一件手稿，揭开生死转折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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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十三：牺牲在抗日前线的“海归博士”
■本报记者万力闻

他是中国造纸业的精英，却毁家纾难支援抗战，“誓为
国家尽全忠，誓为民族尽大孝”；他是留美归国的化学博士，
却在年近半百投笔从戎，掀起抗日救国洪流；他是教育界知
名人士，却义无反顾追随八路军转战太行，直至牺牲在抗日
最前线……

他就是抗日民族英雄、我国著名造纸专家、原河北工业大
学教授杨十三。

杨十三原名杨彦伦，1916年毕业于直隶省立高等工
业专门学校（河北工业大学前身）。1920年赴美留学，获
博士学位。1929年回母校任教，担任化学制造系教授兼
斋务课主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是汇文中学学生记者的安岗（原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原《经济日报》总编辑）在采访杨十三时
曾这样描述——“杨先生是个很瘦而矮的中年人，光头穿着个
蓝大褂，足着国产的鞋……我预料他一定是个十足洋味的大
学教授，现在一见面，却原是个工人模样的学者……”

十年前，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佟麟阁路的一处老四合院里，
采访过杨十三的女儿、时年98岁的杨效昭，老人早年参加革
命，是八路军总部的医生，朱德等八路军著名将领都曾经是她
的病人。她曾回忆说，抗战前，父亲当教授的月薪是240块大
洋，绝对是“高薪”阶层，但全家人三餐“白菜都是珍品，点油亦
须计较”。节省的钱，都用来支持党的活动和贫困学生。
“说起太爷投笔从戎，那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当时，太爷已经将近50岁了。”在工作之余，认真搜集研
读抗战资料的杨十三曾孙杨小冀对太爷的英雄事迹探究较
多。他说，抗战爆发后，太爷毅然拒绝随平津院校南渡，选择
毁家纾难。

当时，杨十三放弃了大学教授的优越生活，拿出自己全部
的家产，卖掉老家50亩土地，变卖妻子的嫁妆，又动员其他爱
国人士纷纷解囊，购买了大批枪支和无线电台，并将武器装进
特制的双底木船，经由天津水路，秘密运往冀东抗日前线。

杨效昭记得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人不能为钱活着，
钱要用在有意义的地方。”

杨十三的家曾位于天津“五大道”英租界的伦敦道伦敦里
12号，即今成都道与芷江路交口的鹏程里，这是一座上下两
层的公寓式洋房，带有地下室。

杨十三从任大学教授起，就经常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藏在鹏程里的家中，连家中不满十岁的小儿子杨津生都懂得
去门口看是否有可疑的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日军进攻天津时，日本侵略者

的飞机有目标地投下炸弹，将学院的建筑全都破坏，耗资三十
万元新建的水利实验馆也被炸毁，校舍荡然无存……”杨小冀
告诉记者，当时日军的暴行引起了全院师生的极大义愤，杨十
三与学院代理院长路秀三，电机系主任马澧，斋务课课员、公
民教员连芬亭、洪麟阁等人又是以鹏程里为联络点，一起研究
抗日对策，由杨十三提议下，并带领着由杨效贤、杨效昭、杨效
棠等子女和河北省工业学院学生成立了抗日爱国团体——
“工字团”。

据史料显示，“工字团”在中共敌后河北省委和华北人民
抗日自卫委员会的领导下，动员广大群众组建冀东抗日联军
西路军，投入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暴动中，西路军历经
大小战斗数十次，虽经挫折，但连战连捷，并不断吸引抗日群
众投入到抗日联军，使西路军队伍迅速扩展到5000人，连续
攻克了玉田县沙流河、亮甲店、鸦鸿桥等重镇，并一度攻克丰
润县城，经大小战斗50多次，名扬冀东。

据说，行军路途十分艰苦，干粮不够，而且水源也少。杨
十三一路喝阴沟水，喝出了胃病。1939年夏天，5万日伪军分
九路向八路军总部驻地大举进攻时，杨十三胃病复发，躺在担
架上跟随警卫部队和敌人兜圈子，长时间跋山涉水、风餐露
宿，逢盛夏酷暑，他的病情日益恶化，因感冒而转心脏麻痹病。

7月21日下午，太行山黎城县上遥镇下了一场滂沱大
雨，杨十三随部队转移时与前来“扫荡”的敌寇遭遇，由警卫部
队掩护到浊漳河岸边，处于重病垂危的杨十三，经不起激烈的
颠簸和摇摆，牺牲于担架上，终年50岁。

当时，八路军总部为杨十三召开了抗战以来最高规格的
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挽联：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汲取奋斗力量打好国资国企翻身仗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为国资系统党员干部宣讲

■本报记者吴巧君

日前，全市国资系统党员干部通过主会场+分会场+视频
直播间的方式聆听了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市中共党
史学会会长刘景泉作的宣讲报告，一段段光辉历程，一件件精
彩往事，给大家呈现了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画面。

宣讲结束后，刘景泉与市国资两委青年学习小组的青
年党员们亲切沟通。“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句话
该如何理解把握？”“当前国资国企改革正处于滚石上山的
关键阶段，我们青年党员如何从党史学习活动中汲取奋进
的力量？”青年党员们提出一个个问题。
“这句话反映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与初心，也反映了

我们党的使命。我们党为民而生，靠民而兴，是为人民美好
生活而奋斗的党，如果不为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就没有必
要存在。”“青年党员学习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实际，要结合自
身业务来不断提高本领，要在实事上见功夫。”一句句殷殷
嘱托，情真意切，语重心长。

宣讲会上，市国资委党委启动政工师讲师团党史基层
大宣讲“十百千万工程”，命名10家宣讲基地，成立由100
名高级政工师组成的讲师团，计划为20万国企职工开展
1000场基层宣讲。

国资系统基层宣讲基地代表、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党委
副书记孙蕴秀告诉记者：“我们轨道交通集团将整合人力物
力资源，以集团党史宣讲队为龙头，做强领导干部、先锋模

范、政工师、文艺轻骑兵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宣讲队，组建
‘1+5’模式党史宣讲团，进一线，进班组，进工地，进车站，进
车厢，形成对集团近万名职工‘全面播撒’和不同群体‘精准滴
灌’相结合的理论宣讲新格局。”

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勇表示，学习党史，重温党的百
年历史征程，最重要的是要汲取党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百折不
挠的精神力量。“当前国资国企面临的挑战还是不少，进入‘十
四五’，我们要坚定初心使命，认清国资国企在新发展阶段的责
任使命，负重前行，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不畏艰难险阻，不
动摇，不退缩，让我们的企业在服务于整个发展大局情况下，打
好翻身仗，为天津高质量发展作出国资国企的贡献。”他说。

红色津沽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杜娟）学习党史守初心，汲
取力量担使命。昨日从市民政局获悉，为了把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转化成为民办实事、解难事的实际行动，市民政局推
出服务社会组织8件实事，目前，“路线图”和“时间表”已经
明晰，8件实事将在今年年底前全部落实完成。

据介绍，目前全市社会组织总计为6552家，其中，市属
社会组织1485家，区属社会组织5067家；全市社会团体为
2528家，社会服务机构为3919家，基金会为105家。作为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助推社会组织健康高质量发展，民
政部门责无旁贷。

市民政局推出的服务社会组织8件实事分别为：一是
开展“共举红色旗帜、同庆百年诞辰”主题党日系列活动。
通过天津市社会组织党委组织社会组织党组织开展百场红
歌诗会、百篇革命故事会、百年党史读书会、百篇党史学习
征文等活动，引领社会组织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用红色
力量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

二是推动政府向行业协会商会赋能平台建设。通过调研全
市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能力、收集业务主管部门
赋能项目清单方式，搭建政府赋能与行业协会商会承接项目平
台，为已成为市场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行业协会商会，进一
步在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建立金融纠纷专
业调解机制、参与环境治理等方面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三是开展社会组织登记“零跑动”服务。在全面实施信
用承诺审批和容缺受理制度基础上，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
人、残疾人及电脑操作有困难的申请人，开展社会组织登记

“零跑动”服务，“一对一”专人对接帮助申请人完成网上注册、
材料上传等工作，并通过EMS邮寄登记证书，实现社会组织
登记业务办理全程“零跑动”。

四是建立服务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专家智库。邀请关注
社会组织发展的专家学者、有识之士以及市区两级社会组织
专业人士，建立专家库，作为社会组织工作的“外脑”、“智库”，
向全市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治理指导、资源对接、权益调
解等服务，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动力与智力支持。

五是开展万名社工专业人才培养项目。通过加强社会工
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考前辅导、社工继续教育、社工岗位培训、
启动首次高级社工师评审等方式方法，鼓励从事社会服务的
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接受社会工作专业知识
培训，参与社会工作员评定，充实我市社会工作专业力量。

六是开展“送法上门、暖心普法”服务。结合“双随机、一公开”
执法检查工作实际，总结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向社会组织讲解宣贯、
普及法律知识，强化社会组织依法依规、依章程办事意识，成为依法
成立、自主办会、服务为本、治理规范、行为自律的社会组织。

七是开展基金会助力社会组织多彩公益项目。通过公开
征集方式，遴选出一批乡村振兴、救助困难群体、帮扶“一老一
小”操作性强、受益群体明确的公益项目，项目实施所需资金
将动员基金会资助。

八是开展先进社会组织、先进社会组织工作者评比表
彰。在全市社会组织及从事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中开展先进社
会组织、先进社会组织工作者评比表彰，广泛开展学先进、赶
先进、做先进活动，大力凝聚社会组织奋进力量。

将党史学习教育转化为服务动力

市民政局推出服务社会组织8件实事

“走上”天安门
看“开国大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