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刘雅丽

天津博物馆典藏一封特殊书信，展信见一页手迹，上书
四字：人民公园。

天博向北三公里，有一处150多岁园林。园名匾额黑
底金字，笔力遒劲、气贯长虹，同书四字：人民公园。
“‘人民公园’是毛主席亲笔所题，这是毛主席为我国公

园唯一题写匾额。”天博历史研究部馆员苏芃芃介绍，1962
年，人民公园将毛泽东主席手迹拨交博物馆。自此，这件气
势磅礴的毛笔手书便长驻馆内，引领观众重温新中国建立
之初的岁月，感受伟人心系群众生活的情怀。
岁月烙痕，盛放题字的信封多处开裂、纸张泛黄，但字

迹依旧清晰。信封左下角印刷红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委员会缄”，左上角钢笔字标注“今日送到”，一旁红戳带有
“急件”字样，信封上10个毛笔大字力透纸背：“送交 章行
严先生 毛泽东”。

信封内除题字外还有一封毛笔信：“行严先生：惠书敬
悉。遵嘱写了人民公园四字，不知合用否？烦为转致张先
生。顺颂日安。毛泽东 九月十九日”。
行严先生，章士钊，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张先

生，张学良胞弟张学铭，解放前曾任天津市长，1931年指挥
由东北军组成的天津保安队两次粉碎日军操纵的便衣队暴
乱，1952年任人民公园主任。
“人民公园什么来历？公园前身是天津一个大盐

商李春城的私家花园，名叫‘荣园’，天津人习惯称它
‘李善人花园’。”苏芃芃说，公园是清代同治二年按照

苏式园林风格建造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
氏后人将其献给国家。公园在政府接管时已颓破不
堪，后经全面规划修葺于1951年 7月 1日对外开放，更
名为人民公园。

1954年9月18日，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召开。天津，人民公园前
门楼正在修建。“当时，张学铭想请毛主席题字，但又想到
毛主席日理万机，未必抽得出时间。恰好章士钊准备参
加人民代表大会，听说这事儿后接受请托，请毛主席为公
园题字。没想到毛主席第二天就亲笔题字并手写了复
函。”苏芃芃介绍，恰逢当年国庆节前夕，张学铭收到信后

随即让人将题字放大刻板，制成匾额悬挂于公园门上，及时
向广大群众展示。

岁月更迭60余载，人民公园“金字招牌”永放光芒，正见
证时代编织更加幸福的生活图景。

时光荏苒，经典永恒。天博典藏墨宝经久飘香，引导观众
温史明理、共赴新发展阶段的美好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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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津沽

同心奔小康

“人民公园”，毛主席亲笔题写 于长晶和她家的大樱桃

■本报记者陈忠权

田野吐新绿，棚内一树果。于长晶家的大樱桃树上结满了
紫玛瑙一样的果实。于长晶是谁？4月里，她家的樱桃树为何
能果实累累？
昨天，记者跟随市农科院林果专家帮扶组来到滨海新区茶

淀孟家 村，在村南的一个温室大棚内，见到了这位满脸笑容
的农家女于长晶，她正忙着接待采摘客们。记者站在满棚的大
樱桃中间，仿佛一下子置身南国果园，108棵樱桃树绿叶红果，
空气中弥漫着香甜味道……
“大樱桃已进入盛果期，这个温室大棚纯收入能超过10万

元，要比种露地葡萄收入翻5倍，设施农业真好，我家致富奔小
康了！”于长晶说道。
孟家 村紧邻蓟运河，以盛产玫瑰香葡萄而闻名，面积达

到2240亩，年产量3360吨，但由于品种单一，粗放式种植，果农
收入难增加，迫切需要发展温室大棚，种植新品种。

林果专家黄建全说，按照市政府规划部署，今年全市将
发展20万亩设施农业，到2025年达到100万亩，目的就是种
植名特优新品种，满足市民菜篮子需求，提高土地产出率，助
农增收。经调研发现，大连樱桃种植效益很高，亩收益都在
10万元以上，为此，我们积极帮助引进最好的樱桃品种，村里
先后多次组织村民到大连参观学习，让这一“仙果”在当地开
花结果。
俗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
2019年，第一批樱桃苗栽种到温室大棚内，但村民们不会

管理，啥时浇水，啥时施肥，啥时剪枝，困住了村民，怎么办？村
“两委”及时联系农技部门，市农科院林果专家们闻讯主动赶来，
手把手指导帮助。
“樱桃要好吃，首先要施好肥，市农科院林果专家告诉我不

要上化肥，要施农家有机肥，让我煮黄豆埋在果树下，增加有机
质含量；告诉我采用物理手段防治病虫害；还告诉我采用滴灌浇
水，避免大水漫灌，产生病虫害。另外，区林果专家也常来指
导。”于长晶如数家珍地说起来。
掀开村民呼承功家的温室大棚门帘，扑入眼帘的也是满棚

大樱桃树，跟于长晶家略有不同的是，这里的樱桃是黄红相间，
还没正式进入采摘期。
这位70多岁的老人笑着说：“种樱桃就怕果子开裂，因为没

人要，但对开裂原因都不清楚，更不知道如何应对，特别感谢市
农科院林果专家们告诉一个妙招：下雨后放置生石灰吸潮气，效
果很好。看长势，今年我这个樱桃大棚收入15万元不成问题，
樱桃树变成摇钱树！”
“为带领村民致富增收，在上级部门大力支持下，我们大力

发展设施农业，引种了大樱桃、黄桃、珍珠桃和草莓等，村民收入
大幅增加，2020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8万元，困难村摘帽
啦，全村致富奔小康！”村“一肩挑”郑学军说道。

■ 本报记者吴巧君

李学杰笑起来憨憨的，即便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都
能从他的笑脸中感受到满满的善意。
随着交谈的深入，记者慢慢读懂他除了憨厚，还有一份

对本职工作全情付出的担当，对自身岗位满腔投入的热情
——正是这份担当与热情，让他在身患疾病，上午刚做完手
术的情况下，就选择下午返回工作岗位；正是这份担当与热
情，让大年三十刚回到老家看望年迈父母的他，因新冠疫情
突发，即刻挥别亲人踏上归程；正是这份担当与热情，让他
在疫情防控的危急时刻夜以继日工作，急企业之所急，需企
业之所需，得到了众多医疗企业的尊重与掌声……
今年56岁的李学杰，2020年7月开始担任市工信局生物医

药产业处党支部书记、处长，之前，他是工信局原材料工业处处
长，是我市破解钢铁围城任务的主要参与者，赴企业调研、进驻现
场办公、全程紧盯企业实施关停……李学杰经历了治理任务中
所有艰苦环节，被他的同事们亲切地称为半个“钢铁行业专家”。

疫情防控期间，李学杰又变身为“采购员”“联络员”“服
务员”，全身心投入保障物资供应、帮扶企业复工复产的战
斗中。“我们企业在复工复产中存在原材料库存不足、上下游
企业都已停产放假、复工急需调集员工等几大棘手问题，李学
杰处长了解这些情况后，迅速联系国家工信部相关司局和山
东省有关部门，为我们协调采购了透气无纺布2万米，贴条1
万米，并于当日送达，保证了我们大年初三如期顺利复工，实
现了24小时不间断生产450套防护服的产量。有一次他连
饭都顾不上吃，专程跑到宝坻区为我们取样品，忙完一天回到
家已是深夜，让我们非常感动。”我市唯一一家生产三级防护

服企业瑞安森（天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担任生物医药产业处处长以来，李学杰每周二至三次深入

医药企业调研，了解产业发展情况。“下去调研常常是一天跑两
三家企业，现在他又驻守疫苗生产企业，帮扶药企保证疫苗供
应，处里的工作需要盯着，企业的事情需要想着，很忙很累，我们
都看在眼里。但他从不抱怨，从不说辛苦不说累，他是我们年轻
人的好榜样！”工信局生物医药产业处科员姜晓帆对记者说。

“我们年轻人的好榜样”
——记市工信局生物医药产业处处长李学杰

旗帜·榜样

1954年毛主席题“人民
公园”手迹。

天津博物馆提供

76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团队 19台望远镜阵同步观测

人类首次“看见”的那个黑洞
多波段“指纹”被成功捕获

中国雷锋基金会等10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

被依法关停

▲4月14日发布的黑洞多波段观测结果。 本组图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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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为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和促进公平竞争提供法治保障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4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
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为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和促进公平
竞争提供法治保障。

会议指出，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
关重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近年来通过推进商事制度等
改革，市场主体数量在“十三五”期间新增6000多万户，增强了经
济活力和韧性，促进了大量就业。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把行之
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尤其要完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这
一基础性制度。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
条例（草案）》，为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促进创业创新、维护市
场秩序提供法治保障。草案整合已出台的关于市场主体登记
管理的行政法规，对在我国境内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活动的
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登记管理作出统一规
定。主要包括：（1）提升登记便利度。推行当场办、一次办、限时
办、网上办、异地可办。登记机关对申请材料符合法定要求的应
予当场登记；不能当场登记的，一般应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登

记。电子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精简申请材料和
登记环节。登记机关能够通过政务信息共享平台获取的相关信
息，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登记机关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材料。（3）为推动解
决“注销难”，明确规定市场主体未发生或已清偿债权债务、职工工
资、社保费用、应缴税款等，书面承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并按规定公
示的，可按简易程序办理注销，其中个体工商户无需公示。（4）为降
低市场主体维持成本，设立歇业制度。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
卫生事件等造成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可自主决定在一定时期内歇
业并向登记机关备案，歇业最长不得超过3年。（5）明确诚信和监管
要求。市场主体实行实名登记，对提交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
性负责，并按规定公示年度报告和登记相关信息。对登记时提交虚
假材料或有其他欺诈行为的，撤销其市场主体登记，直接责任人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登记。登记机关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施
分级分类监管，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对登记事项进行监督检
查。（6）明确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增强处罚针对性，情
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维护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来自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近200个科研机构的760
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使用19台望远镜阵同步观
测，成功捕获到人类首次“看见”的那个黑洞的多波段“指
纹”，观测数据14日在全球公布。

人类首次“看见”的那个黑洞，位于室女座一个巨椭圆
星系M87的中心，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质量约为太阳的
65亿倍。黑洞的中心区域存在一个阴影，周围环绕一个新
月状光环。2019年4月10日，科学家首次发布的这个黑洞
照片，是通过事件视界望远镜（EHT）于 2017年 4月对
M87星系中央超大质量黑洞的观测而获得的。

科学家利用事件视界望远镜（EHT）对这个黑洞进行
观测的同时，还协调了全球19台望远镜阵对这个黑洞及其
喷流，开展了迄今频率覆盖最广的多波段同步观测，成功收
集到2017年3月底至5月中旬的观测数据。

作为东亚地区灵敏度最高的长毫米波射电望远镜，中
科院上海天文台65米口径的天马望远镜也参加了全球2
个望远镜阵、3个波段的同步观测，天马望远镜团队成功研
发了相关观测设备，并进行了后续数据分析。
“这些多波段的观测数据，就好比黑洞的多波段‘指

纹’。”上海天文台台长、研究员沈志强介绍说，“人类首次看
见的那个黑洞，喷流的辐射覆盖从无线电波、到可见光、再
到伽马射线的整个电磁波谱。对每个黑洞而言，其在各电
磁波段的辐射特征各不相同。通过收集这些辐射的‘指
纹’，可以加深人们对黑洞及其喷流的了解。”

19个望远镜阵多波段的观测数据与事件视界望远镜
（EHT）观测相结合，可以让科学家对天体物理学一些最重要、
最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进行深入分析。例如，进一步检验并改
进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深入研究“宇宙线”起源等科学问题。

面对浩瀚宇宙，科学探索无穷无尽。目前，全球科学家
正在对人类首次看见的那个黑洞、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
洞以及另外若干遥远的黑洞，再一次通过事件视界望远镜
（EHT）和其他望远镜阵进行更广泛的联合观测。在这新
一轮观测中，上海天马望远镜也参与其中。

新华社上海4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近日会同中央网信办
依法关停了2021年第二批10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及其新
媒体账号，清除了有关关联网页。

此次被关停网站的10家非法社会组织包括中国雷锋
基金会、全国邢氏宗亲总会、中华旗袍博物馆、中国网络
书法联盟、中国报商联合会、中国世贸研究院边贸书画
院、全国商用车配件产销联合会、四川衣礼文化保护联
盟、中国易经哲学家协会广东分会、亚太空间设计师联盟
山东分会。

民政部表示，将继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加强网络监
测与排查，线下线上同步查处，坚决铲除非法社会组织的
滋生土壤。对于性质恶劣、屡教不改的非法社会组织发
起人，还将提请工信部门依法纳入违法互联网站（主办
者）黑名单。

据了解，此前，民政部已会同相关部门，对65家非法
社会组织网站及其开办的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账号予以
关停。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国台办回答有关解放军军事演训行动

遏制“台独”、遏制台美勾连
我们不是光嘴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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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记者 石龙洪 陈舒 陆华东）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解放军的
有关军事演训行动释放的信号就是，我们遏制“台独”、遏制台美
勾连的决心，不是光嘴上说。

回答解放军军事演训行动相关问题时，马晓光说，表面上看
是大陆军事演训活动有所增多，实际上是民进党当局和“台独”
势力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加剧造成的。孰为因，孰为果，
大家看得很清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我们多次表示，解
放军有关演训活动不是针对台湾民众的，广大台湾同胞大可不
必心存疑虑。如果感到有什么疑虑的话，两岸同胞就要一致起
来，共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台独”是
对台湾和平，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最大
威胁。遏制“台独”，完全不必有什么疑虑。

他还表示，两岸关系发展跌宕起伏，但事实证明，只要坚持
“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发展，反之就会陷入对抗，甚至
陷入紧张动荡。从2008年到2016年，为什么两岸开辟了和平
发展局面？就是因为在“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上建立了基本政治
互信。民进党一手破坏了这样的局面。这个是非，无论是哪个
党、哪个派，都应能切实认清。
“改善两岸关系并不难，只要民进党当局放弃‘台独’立场，

停止‘台独’活动，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两岸关系就
会春暖花开。”马晓光说。

有记者问，日前美国派“罗斯福”号航母进入南海，“马斯廷”
号驱逐舰还对辽宁舰进行了近距离跟踪监视。发言人对此有何
评论？

马晓光答问指出，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根源是民进党当
局及“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破坏
台海和平稳定。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前景，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解
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实战化演练，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
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
独”挑衅的严正回应。

他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
决反对美方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调，坚决反对美方打“台
湾牌”、持续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
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
题。“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我们警告民进党当局，挟洋自
重，“倚美谋独”，甚至狂妄地幻想“以武谋独”，就是饮鸩止渴，只
会把台湾推向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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