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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截至2021年5月3日，我市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795件。其
中：滨海新区2267件、和平区378件、
河东区764件、河西区725件、南开区
847 件、河北区 589 件、红桥区 317
件、东丽区648件、西青区775件、津
南区837件、北辰区918件、武清区
776 件、宝坻区 850 件、宁河区 580
件、静海区835件、蓟州区637件、海
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5件、市
城市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

市国资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2件。群
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
改情况详见《天津日报》《今晚报》和天津
广播的新媒体、北方网、天津市政务网和
各区政府网站。

本报讯（记者张帆）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津云新媒体推出MV短视频《青春敢向前》。
该短视频注重情感的代入，创新采用AI视频

修复、2.5D动画制作等技术，选取了11位英雄人物
进行手绘场景设计，并原创词曲，力求用“声、画、效”
多维度的体验，让网友实现沉浸式的感受。陈独秀

的“要使民众觉醒、国家强大，就必先将民众心中两
千年的这座大山彻底推倒。”蔡和森的“作为中国青
年应以洗雪国耻为己任，以国家富强为奋斗目标。”
体现了革命先辈的责任担当。刘胡兰的“怕死不当
共产党！”邱少云的“为了战斗的胜利，我愿意献出自
己的一切！”彰显了青年英烈不惧牺牲的无畏精神。

津云新媒体推出MV短视频《青春敢向前》

海河游条条游船受热捧

以拼搏成就梦想 用奉献展示风采

天津青年的新时代青春之歌
■ 本报记者 韩雯 孟若冰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又是一年致敬青春的节日。
昨日，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一批来自各

行业的优秀青年、集体获得了这项年度最高青年荣誉，他们是青年
人的榜样，他们以拼搏成就梦想，让青春吐露芳华。

同样，在我们身边，还有一群青年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书写青春。通过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关于青春理
想、青春活力、青春奋斗的思考与实践。

用青春书写奋斗之歌
“五一”假期，当朋友圈被旅游刷屏，还有一群人依旧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青年医生王红光，就是其中之一。作为环湖医
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救死扶伤是天职，这意味着随时都要
做好准备，王红光早已习惯了没有假日的工作模式。
作为神经外科的青年骨干，王红光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第

一线，一次又一次为病人送去“生”的希望。去年3月，新冠肺炎
疫情肆虐，王红光在病房加班时，突然接到一位患者家属打来的
紧急求救电话，患者被120送至附近医院后，被诊断为急性脑梗
死，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大血管闭塞的问题，难以抉择是行溶栓还

是手术取栓，家属从网上搜索到王红光的信息，抱着试一试的心
情进行电话咨询。没想到，得到的是暖心回应。

帮家属分析病情，给出治疗建议，下班后，他放心不下来
电咨询病情的患者，断然带好防护用品前往患者所在医院，
看到患者血压平稳、症状未加重后，才放下心来。

用青春书写奉献之歌
“阿姨，您把袖子往上卷，我来为您测测血压……”昨日，

河西团委联合天津医科大学团委在文化中心举办“走进百
姓 服务健康”大型惠民义诊主题团日活动，这已不是牟宸露
第一次参与志愿服务，从大一加入学校青年志愿服务队，三
年里，每一次的爱心活动，她从未落下。
提供血压、血糖检测等医疗服务，宣讲健康知识，阳光般的

笑容总能给人温暖与鼓励。难得的假期，本可以回山东老家陪
陪父母，牟宸露却选择留校，她说，“择一事，终一生，既然选择了
成为一名志愿者，就要坚持下去，在奉献中成就人生价值。”
为了强本领，牟宸露利用课余时间翻阅大量的书籍，只要

和老百姓身体健康有关的知识，她都认真记录，以便学以致
用。到社区为空巢老人送去贴心关爱；在人气旺的地方，来回
穿梭，向过往的群众发放宣传手册，引导健康生活，牟宸露用志

愿的微光温暖这个城市，以青春之我，不负青春之韶华。

用青春书写自强之歌
奋斗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强者，总是从挫

折中不断奋起、永不气馁。
1984年出生的王慧，右眼天生失明，而左眼是高度近视，

镜片度数达到2000度。
“高中的时候，即使坐在第一排，也会出现看不清黑板的

情况。”但是，王慧并未觉得生活有多么艰难，“下了课有时候
会到黑板前再看看板书，总有办法可以学习知识。”
大二的时候，王慧青光眼突发，医生诊断他长时间用眼

过度，眼压过高造成视神经萎缩，左眼也彻底失明了。“那段
时间一直在求医，也希望能保住左眼的一点儿光明，但最终
没有成功，我心态也挺平和的，既然命运如此安排，那就奋力
一搏活出自己的精彩。”王慧言谈间波澜不惊。
坚持完成学业，成为学校历史上首位盲人毕业生，毕业后，

一直致力于视障信息无障碍工作，为视障人士义务普及电脑和
智能手机使用知识，成立“心之光无障碍智能体验中心”接待盲
友咨询，成为天津的视障群体心目中受尊敬的“王老师”。王慧
总能将看似的不可能变为可能，他用青春书写奇迹。

■本报记者 苏晓梅

天津滨海新区盐场内的一片片盐池在阳光照耀下
熠熠生辉，犹如“玉板”。一基基高耸的电网铁塔点缀其
中，一条条闪耀的银线绵延滑过。
“基建少闲月，五月人倍儿忙。”当大家都趁着“五

一”假期休息放松之时，电力基建人却未停下工作的步
伐。刚刚入职三年的青年建设者、板万220千伏线路工
程施工项目总工王凤通就是其中一员。
“报告张力场，走板顺利通过B33号滑车。”“大家注

意，牵引速度再慢些！”5月1日，在滨海新区板桥—中船
东220千伏线路工程现场，一条条泛着银光的导线在牵
引机的牵引下缓缓升空，50余名电力工人忙着展放导
线、安装附件。

板中、板万220千伏线路工程是天津主网架完善提
升重点项目，两条线路同起于津南区板桥500千伏变电
站，线路由西向东，终点落于滨海新区界内，沿途跨越大
沽排污河、津晋高速汉港互通立交、汉港公路、东南环铁
路等，施工难度极大。
据了解，“五一”期间，国网天津电力共计有61支队伍共

1800余人坚守渠蔡500千伏线路，板中、板万220千伏线路
和南疆电厂220千伏送出等电网基建工程施工现场。

（上接第1版）“旅行攻略里都说五大道是各国建筑的
博览会，果然名不虚传，手机随便捏一张就是唯美的
复古‘大片’。”她告诉记者，最意外的收获是在广场上
看到了“黄河之上·多彩白银”摄影展，“水平很高，在
天津看到了自己家乡的不同视角，非常惊喜。”

走走停停中，记者留意到，民园西里的“赶巷
子”创意市集、庆王府、五大道历史博物馆、天津体
育博物馆、拜石博物馆等景点都吸引了众多市民、
游客。“开心麻花”剧场也开始了试运营。据介绍，
假期前三日，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达到23.5万人
次，同比增长167%，旅游收入突破1360万元，同比
增长313%。

“网红”五大道 刷屏朋友圈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
疾控中心获悉，5月2日18时至5
月3日18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本土确诊
病例147例，其中男性82例，女性

65例；治愈出院144例，病亡3例。
5月 2日 18 时至 5月 3日 18

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238例（中国籍213例、菲律宾

籍8例、美国籍4例、乌克兰籍3例、法
国籍2例、委内瑞拉籍2例、波兰籍2
例、乌兹别克斯坦籍1例、俄罗斯籍1
例、哈萨克斯坦籍1例、立陶宛籍1
例），治愈出院230例，在院8例（其中
轻型2例、普通型6例）。
5月2日18时至5月3日18时，

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累计报告
无症状感染者203例（境外输入198
例），尚在医学观察8例（均为境外输
入）、解除医学观察167例、转为确诊
病例28例。
截至5月3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

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2486
人，尚有11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35岁的姜延斌，
今年“五一”假期一直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他负责的中海油项目
由于工期紧、任务重、
施工难度较大，平时
几乎没有时间回家，
施工现场成为他的第
二个家。

本报记者张磊
通讯员王会芳摄

电网铁塔下的青春豪情

■ 本报记者杜洋洋

春意浓、花正好。“五一”假期，乘船游览海河美景深受天
津市民及外地游客热捧。1日，满载游客的18条游船穿梭在
河面上，随海河的流淌而呈现出风姿各异的景象，引得游客
频频拿起手机、相机拍照留念。
海河游船公司市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个假期，海河

游船全新建造的两条长42米，单条200客位大型游船海河观光
18号、19号将正式投入海河观光游览线运营。这两条船整体为
全景通透式观光游船，可通过海河上所有桥梁，大幅度提升游客
游览体验度。在游船景观灯光设计方面，也是首次采用了循环
渐变色，为迷人的海河夜景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采访中，记者看到，不少游客购买了海河游船日景环线游船

票。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此船票可在天津站、意风区、大悲院、
古文化街四个码头各上、下船一次，在每个码头下船后可自行游
览周边景点，游览完毕回到下船码头，等待下一趟环线游航班前
往下一码头。来自山东的游客李先生感慨道：“这次是深度体验
了天津的城市魅力，下次计划和朋友们组团过来，多玩几天。”

疫情快报 天津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每天8：00—18：0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5月2日18时至5月3日18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五一”假期，全国首个新型城市照
明基础设施集中区在天津建成,助力“意大利风情街”灯光秀
点亮城市璀璨夜空。意大利风情街上，184基智慧路灯除具
备醒目的显示屏外，还搭载了公共广播、交通流量监测、积水
监测等8种服务城市管理和便民功能。

这个假期津城倍儿靓

意风区智慧路灯秀风情

“五一”假期，众多游客争相一睹泰达航母主题公园“航母编队”，体验“航母主题游”的独特魅力。据园区不完全统计，假期
中每天游客入园人数均超过2万人次。 本报记者王涛摄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血液中心获悉，“五一”
假期，全市16个区共有24个献血点开放，截至1日下午
5点，全市共有645人献血1208单位。

1日，滨江道献血屋前人头攒动，一群穿着红马甲的
志愿者正在向人们介绍参加无偿献血的好处和意义。
献血屋内也是很热闹，献血者们有序地填表、体检，用无
偿献血开启自己的“五一”假期。

各处献血屋和献血车内，忙碌的除了医护人员还有无
偿献血志愿者，他们有高校大学生，也有来自各行各业的
爱心人士，刘靖就是其中一位。刘靖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
并不长，可工作起来却异常熟练，每一个环节都有条不
紊。刘靖同时还是一位资深的固定献血者，从2006年开
始他总计献血64次，其中全血4000毫升，成分血108个
治疗量。5月2日是他第65次献血，他已经早早在市血液
中心微信公众号上进行了预约。刘靖说：“现在虽然很多
人像我一样热心公益按时献血，但很多人还是不太了解献
血的意义，所以扩大无偿献血宣传还是十分必要。”

献血点内的热血与爱心

■《鲜花盛开的山村》
第16、17集 在县里饭店
实习的苗志强回来了，梁
晓春和李晓雪的订婚典礼
也如期举行。众人面前，
梁晓春的一番走心的发
言，感动了众人。广财开
解鲜花，每个父母都希望
自己的孩子幸福，但更要
尊重孩子的正确选择。春
秀心里的疙瘩解不开，不
希望去参加订婚宴……

天津卫视 19:30

■《阳光普照大地》第
35、36集 永康和二丫经
过风风雨雨，感情笃甚，一
起憧憬着云锦的未来。
夕照请求永康收自己为
徒，永康深沉地说选择了
云锦就意味着被千丝万
缕的线永远牵住了，哪儿
都去不了，对此能无怨无
悔吗？夕照的一句回答
“您是怎么走过去的，我
也会怎么走过来”，令永康
满怀欣慰……

天视2套 18:25
■《婚姻时差》第21、

22集 黄蓉做了几个菜来
找吴婷，主要是向吴婷推
销第二套房子，吴婷不感
兴趣。英子回家看见黄蓉
在这里，因为知道了黄蓉
是晓菲的表姐，因此英子
要黄蓉以后不要再来这
里。黄蓉受了气，称要报
复吴婷，卫东阻止，两人又
大吵一架。黄蓉趁卫东不
注意，把李海与晓菲的照
片发了出去……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在互

联网信息快速交互的时
代，虚假误导性信息传播
速度之快、影响之恶劣已
严重扰乱了市场的正常秩
序，商业诋毁所带来危害
更加凸显。周先生的快餐
店就遭到了这样的事情，
一段视频的发布，使得其
营业额大幅下降，被告公
司恶意诋毁居心何在？

天津卫视 21:20

■《艺品藏拍》本期
节目恰逢五一假期，而且
正值五四青年节，《艺品藏
拍》特别策划了一期特别
节目。更丰富的收藏品
类，更多的藏品数量、来自
网络的嘉宾阵容、青春洋
溢的藏品推荐官……这期
“加量不加价”的节目定会
让观众朋友看个过瘾。

天视2套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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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猪侠之竞速小英雄》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扶病走马上任
上述文字，真实反映了焦裕禄

主政兰考之后，开封地委领导对他
信任与担心同时并存的矛盾心态。
不过，开封地委领导对焦裕禄的基
本素质心里是有底的。忠诚、无私、
富于献身精神，是成就事业最重要
的保证。这些特质，正是焦裕禄思
想的灵魂和骨骼。
时光飞逝，灾情日甚。鉴于兰考

换将刻不容缓，焦裕禄又难以一步到
位，1962年12月2日，开封地委报请
河南省委组织部同意，明确焦裕禄代
理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主持县委全面
工作，即日赴任。
尉氏县委的椅子还没怎么坐热，

又要转赴兰考任职，焦裕禄对此没有
任何思想准备。人们记得，他对再次
平职调整到最艰苦的地区工作，没有
丝毫畏难和消极情绪，而是充满了跃
跃欲试的出征冲动。
焦裕禄调离洛矿不久即从洛矿党

委书记任上调开封地委任职的赵仲
三，找焦裕禄谈话。焦裕禄表示：“现
在兰考正处在困难的时候，党组织把
这副担子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
相信，那里有党的领导，有三十六万要
求革命的人民，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
我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赵仲三问到焦裕禄的病情。他

说：“病这个东西也是欺软怕硬，没有
什么了不起，我能顶得住。”
张申找焦裕禄谈话，特意强调：“兰

考是个重灾区，最苦、最难也最穷，到兰
考任职，要有接受最严峻考验的准备。”

焦裕禄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
地方去工作，越是困难越能锻炼人。请组织
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

其时，焦裕禄肝硬化腹水虽经治疗有所
好转，但肝区还时常疼痛。然而，当进军号
角吹响的时候，他毅然出征，扶病走马上任。

焦裕禄赴任前，一进家门就对徐俊雅
说：“咱们还得走哇！”“上哪儿？”“去兰
考。”“我还以为是啥好地方呢，看你高兴
得那个样儿！”

徐俊雅虽没去过兰考，但知道那是个
遍地沙丘盐碱，因讨饭的多而出了名的穷
地方。她更为现实的考虑是，父亲已去世
多年，留在尉氏可以经常看望母亲，六个
孩子也能得到老人照顾。想到这里，徐俊
雅嘟囔说：“在尉氏工作不是好好的吗？
还挪啥嘞！”

焦裕禄开导妻子说：“党叫我去兰考，
就是兰考需要我。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
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嘛！”

尉氏县委开会为焦裕禄送行，第一书记
夏凤鸣不舍地望着配合默契的助手问：“老
焦，你就要离开尉氏了，个人还有什么困难？”

焦裕禄心头打起一个热浪，望着一个
锅里摸勺子近半年的领班人说：“感谢班
长和同志们的关怀。我啥困难都没有，请
大家多给我提宝贵意见！”

不念兄弟情
现在，只要把这字据拿出来，告

诉对方，当初杨灯罩儿跟他那边签
的这个契约是假的，对方让杨灯罩
儿骗了，有嘛话，让对方去跟杨灯罩
儿说，也就行了。倘对方不干，还要
再闹，大不了就一块儿找地方说理
去，既然手里有字据，到哪儿也不
怕。可现在就不行了，这牛帮子毕
竟是自己的手足兄弟，来子不想把这
事做得太绝。他这时细想，已经明白
了父亲当年的一片苦心。他是担心自
己突然有什么不测，不放心这个小儿
子，所以才想给他留这样一条后路。
既然如此，自己这当大哥的，也就不能
再把父亲给他留的这条后路堵死。

这么想了，就说，你就留下吧。
牛帮子听了眨巴眨巴眼，让我留

下，留下干嘛？来子说，随你，当个二
掌柜也行，干别的也行。牛帮子噗地
乐了，当二掌柜？这铺子有一半儿是
我的，让我给你当二掌柜？

来子一听牛帮子这么说，知道他
一点亲情的意思也没有，也就把脸掉
下来，看着他说，我刚才这么说，是看
在咱兄弟的情分上，你要不念这份儿
情，咱就得该怎么说怎么说了。牛帮
子说，行啊，那就该怎么说怎么说吧。

来子说，好，我现在就告诉你，当
初杨灯罩儿把咱爸骗了，当时这一半
铺子，他已经先盘给老朱了，他以为老
朱好糊弄，可我不好糊弄，我知道了这
事，立刻又让老朱补了个手续，现在这
手续就在我手上，当时也有证人，你要
不信，我现在可以把证人找来。

牛帮子毕竟没经过事，一听来子这
么说，心里立刻没底了。
但他稍稍愣了一下，又硬挺着脖子说，

我也有中间人。来子问，你的中间人是谁？
牛帮子指着契约说，你自己看，归贾胡同的，
保三儿。来子一听是保三儿，就说，要是保
三儿就更好办了，保三儿是个讲理的人。
来子这时已知道这牛帮子是怎么回

事了。也就明白，这件事并不像自己想
象的。俗话说，出好心，不一定得好报，
既然如此，也就不能再留尾巴，干脆这一
次就都了结清楚。想到这里，就说，我看
这事这么办，你把你的中间人请过来，我
也把我的证人请过来，咱再把各自的所
有字据，该拿的都拿出来，摆在桌面儿
上，三头对案，大家也心明眼亮。
牛帮子不知好歹，立刻说，行，就这

么办！
来子当即把伙计汪财和福贵叫来，

让他俩分头，一个去蜡头儿胡同请尚先
生，倘马六儿在家，也一块儿请过来。另
一个去归贾胡同请保三儿。伙计汪财和
福贵正都烦这牛帮子，这时一听，立刻就
都去了。一会儿，尚先生来了。尚先生
一进门看见牛帮子，只冲他点了下头，然
后转身对来子说，马六儿一早上街了，这
会儿还没回来。

50 16 准备“戏单”
有一天，慈禧太后一时高兴问

裕庚夫人：“你喜欢音乐吗？”
裕太太说：“回‘老祖宗’的话，

奴才对音乐没有研究。奴才的二女
儿很喜欢音乐，在外国的时候学过
好几年音乐和古典舞。”

她只讲了容龄在法国学过古典
舞，没敢说女儿跟邓肯学的是现代
舞，个中有怕太后怪罪的顾虑。

太后一听便说：“那好极了，以前
明朝有个田贵妃，舞蹈很好，可惜现在
失传了。我总想让王府格格们研究舞
蹈，但总找不到相当的人。既然容龄
会跳舞，就让她在宫里研究吧！”

太后跟裕夫人拉家常聊闲天儿，
不过是卖个顺水人情，说过去也就抛
在脑后了。小容龄得了尚方宝剑可就
来劲啦！只要一有空儿，她就让小德
张带她去藏画的库房浏览古画。他们
专找古装仕女的舞姿，和一些神话画
上飘飞的仙女们。小德张从南府戏班
乐队挑选了几个懂得音乐的小太监，
帮助容龄研究伴奏的乐曲。他们的
“研究成果”秘不宣人，但母亲从她得
意的神色看出来她收获颇丰。

春光明媚，百花盛开，“老佛爷”却整
天愁眉不展。由于日俄战争的关系，慈
禧担忧日本与沙俄双方谁打赢了都会殃
及中国。李莲英想了各种法子
引太后开心，实在没招儿了，来
找裕太太商量：“听说五姑娘会
跳舞，让她跳给‘老佛爷’看看？”

裕太太赶忙应承下来，立
马儿去找容龄。

裕太太找到小女儿问：“你对中国古代舞
研究得怎样了？”容龄说：“我倒是练了好几个
了，一个荷花仙子舞，一个扇子舞，一个如意
舞，还有几个也都已经练熟了。外国的跳舞服
装，我从法国带回来几件，可是没有乐队。”
裕太太带着容龄找李莲英回话，正巧小

德张也在。李莲英说：“外国音乐不成问题，袁
世凯有西洋乐队，可以把他们从天津叫来。”
小德张不失时机地说：“每次演戏，戏

班都报戏目单子请‘老佛爷’点戏，五姑娘
会跳什么舞，也报个单子请‘老佛爷’挑选
吧！五姑娘说，我来写！”
李莲英禀报了太后，太后传旨叫袁世

凯的乐队进京承差。
太后看了节目单，李莲英没想到太后

点了两个外国舞蹈——西班牙舞、希腊古
典舞，只点了一支中国的如意舞。
演出时间定于农历五月初四，因为端

午节前一天各王府的福晋、格格们都要进
宫拜见太后，太后请她们一同看舞蹈。各
王府的福晋、格格们都来了，恭候“老祖宗”

驾临，大家才敢落座。光绪皇帝也
兴致勃勃地来捧场了。
乐寿堂殿外回廊一角临时挂上

了布帷子，权当后台兼更衣室。容龄
换好了跳第一支舞的服装，俨然变成
了一位热情似火的西班牙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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