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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114期3D开奖公告

5 7 7
天津投注总额：509196509196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149注
325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048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22 04 32 15 17 29 03

全国投注总额：3391985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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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
64注
872注

49389注
981344注
8577511注

10000000元
394580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346939552元

本报讯（记者韩雯通讯员常亮）昨
日，2021年“两岸妈祖缘”文化交流系列
活动在天津天后宫和滨海新区妈祖文化
园同时启动。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
长冀国强出席启动仪式。活动开始前，
冀国强会见了出席活动的台湾嘉宾，鼓
励他们积极弘扬妈祖文化，推动两地妈
祖宫庙和民间信众交流，以两岸同胞福
祉为依归，凝聚和平力量，祈愿人民平安
健康，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
发展，实现祖国统一。
据介绍，此次活动以“妈祖护佑 平

安健康”为主题，自5月4日（农历三月
二十三）妈祖诞辰日至10月14日（农历

九月初九）妈祖秋祭日，将陆续举办“妈
祖护佑 平安健康”祈福活动、惜福运河
行活动、赐福宝岛行活动等一系列文化
交流活动，邀请两岸妈祖宫庙和众多妈
祖信众共同参与，凝聚交流共识，祈愿同
胞平安。
启动仪式上，天津天后宫、天津滨海

妈祖园等大陆11家宫庙和台湾妈祖联
谊会、台湾大甲镇澜宫等5家台湾宫庙
发出共同倡议，将秉承“两岸一家亲”理
念，合力弘扬妈祖文化，宣扬“立德行善
大爱”，推动津台人文交流，密切津台经
贸合作，厚植同胞共同利益，携手同心应
对挑战，凝聚共识继往开来。

■本报记者韩雯摄影王倩

青春，是什么模样？昨日是五四青
年节，在团市委组织开展的“学党史 强
信念 跟党走”主题团日暨“青春向党 奋
斗强国”集中服务活动中，一群青年人用
行动给出答案。
一场文艺展演“诉说”的不光是青年

人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还有青春担
当。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在科研攻关最
前沿、在抗疫斗争第一线、在祖国边防最
前线、在基层实践的大舞台上……青年
的身影从未缺席。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以青春

之名宣誓：把个人奋斗融入到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中，勇担责任
和使命，不忘初心，让青春在激情奋斗中
成为最亮丽的底色……”这是天津青年
发出的青春宣言。
舞蹈、朗诵、相声、情景剧、红歌联唱、

乐团合奏……舞台上，激扬青春活力，绽放
青春风采；舞台下，还有一群青年人用另一
种方式展现青春作为。开展党史宣讲、提
供政策咨询服务、普及健康知识……100
个青年展示服务台，一张张青春面庞，吸引
了过往市民的目光，现场人气十足。

如何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
承？在昨日的活动中，首批天津青少年
实践教育阵地获得授牌。据介绍，为引
导广大青少年在实践体验中学党史、看
发展、长才干，团市委围绕传承红色基
因、科学科普活动、文化艺术体验等主
题，为全市各级团（队）组织整合一批实
践教育阵地。从即日起到暑假期间，团
市委、市少工委将陆续公布不少于50家
实践教育阵地的名单，全市青少年可通
过“津彩青春”微信公众号登录云上青春
平台预约参与其中。同时，团市委、市少
工委将充分发挥阵地作用，组织广大青
少年利用团队日活动、冬夏令营、社会实
践、亲子活动等形式走进阵地打卡，在学
思践悟中学习党史、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杜洋洋

春风和煦，春意浓郁。“五一”假
期，很多市民选择走进美丽乡村，体验
田园生活，赏农家风情、品特色美食、
享受假期休闲时光。各景区景点、农
家院也都严格落实验码、测温、佩戴口
罩、消毒等疫情防控措施，保障旅游市
场安全有序。

昨天上午，坐落于宝坻区里自沽农
场的晶宝温泉农庄迎来了大量客流。
据农庄负责人介绍，“五一”假期以来，平
均每天接待游客量都在2000人左右。

假日期间，津南区绿色生态屏障内
花团锦簇、野趣盎然，游人徜徉于此，乐
而忘返。“这里的空气真好，散散步感觉
非常放松。”市民陈先生笑呵呵地说。

在西青区王稳庄镇，刚刚开门纳
客的稻香农谷“鹿岛公园”也迎来了众
多大小朋友，一些家长们带着孩子在
这里喂食小鹿，与“鹿岛”萌宠园里的
小矮马、羊驼、孔雀、鸵鸟等小动物零
距离接触。也有不少游客置身金黄油
菜花花海、漫步紫藤花长廊，留下最美
游客照。
“体验美丽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畅游津郊美丽乡村，不仅让市民游客
感受到了野趣自然之美，更让市民游
客切身体验到我市涉农区乡村旅游由
无到有，农民由贫变富，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进程中的巨大变化。

这个“五一”津城样样红 2021年“两岸妈祖缘”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启动

“五一”假期，许多市民选择约上
亲朋好友在周边郊野公园欢度假期，
在北辰区郊野公园，沿永定新河北岸
支起的郊游帐篷绵延几公里，放假的
人们坐在一起聊天、野餐、放风筝、踢
足球、弹琴唱歌好不惬意。

本报记者王涛摄

乡村游生态游

受市民追捧

■本报记者张璐

戴上VR眼镜，可以漫游中国空间
站；动动小手，亲自完成神舟号与天宫号
对接……“五一”期间，天津科技馆人气十
足，孩子们通过亲自动手探究寻找科学答
案，充分感受学科学、用科学的乐趣。
“一个50克的鸡蛋大概可以承受

多大的重量呢？”在科学秀活动现场，科
技馆的辅导员边说边将一个鸡蛋固定
住，并在鸡蛋上放置了一块塑料板。“我
手边有六块砖，每块大概2千克左右，
你们猜猜这个鸡蛋能承受几块砖的重
量呢？”随后，辅导员将砖一块一块放在
塑料板上。“一，二，三，四，五。”当辅导
员即将放第六块砖的时候，鸡蛋碎
了。“这说明鸡蛋的承重是10千克到
12千克。”辅导员告诉观众。
“这个假期，我们展厅的互动展

项、大型展品演示、科普微讲堂与重新
开放的宇宙剧场都吸引了大量观众的
热情参与，各展区全天开展演示项目
共30多场次。”科技馆展示部副部长
赵菁告诉记者：“参加活动的家庭在感
受趣味科学、收获科学知识的同时也
度过了一段美好的亲子时光。”

天津科技馆

享科学乐趣

■本报记者廖晨霞

“这一上午我们领了‘寻古问津’
的通关文牒到各个景点游玩打卡盖
章，观看了戏楼的演出，还去了袜子胡
同文化市集，古文化街好吃好玩又好
逛。”文化大餐应接不暇，让来自北京
的游客王先生一家直呼过瘾，“我再盖
两个章就可以领一个天后宫的文创小
礼品了。”
“五一”假期，古文化街推出的“寻

古问津”文化之旅系列活动，吸引了广
大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览，客流再迎
小高潮。从玉皇阁，到戏楼、银杏广
场，再到天后宫、达仁堂、泥人张等等，
“寻古问津”通关文牒上推荐的参观路
线，囊括了古文化街景区内的15个知
名景点、非遗、老字号商户，新打造的
袜子胡同文化市集汇集了天津卫的文
玩杂项、手工技艺、民俗文创等等，游
客可以通过实物场景、互动体验等形
式感受津味文化，参与活动的10家非
遗、老字号商户也出台专享优惠措施，
方便游客深入感受。

古文化街

品津味文化
■本报记者陈忠权

“五一”假期，蓟州区多条红色旅
游线路迎来大批游客，在盘山烈士陵
园参观英烈事迹展，在梨木台景区重
走抗战革命小路、在“十里红色长廊”重
温红色历史，通过参观红色革命基地，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盘山烈士陵园副主任刘燕海介

绍，“五一”假期，园区内精心设置了
“蓟州革命史”专题展览很受欢迎，每
天参观游客数量超过300人次。
在梨木台景区，抗日红色纪念场馆

和抗战革命小路也吸引很多游客。红色
纪念场馆包括抗战纪念碑、千里无人区
警示教育展室、生态教育基地三个区域。
在下营镇“十里红色长廊”起点爨

岭庙烈士陵园，讲解员声情并茂地给
游客们讲解爨岭庙遭遇战的故事。
蓟州区文旅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

开展好“五一”假期红色旅游，在全区精
选了14条线路，配备讲解员、准备了丰
富的革命史料和相关展品，讲好革命故
事，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蓟州区

追红色旅游

讲青春故事展青年风采
——团市委组织开展“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主题团日

暨“青春向党 奋斗强国”集中服务活动

疫情快报

5月3日18时至5月4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
从市疾控中心获悉，5月3日
18时至5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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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18时至5月4日18时，我
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日本籍、日本输入），累计报告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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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籍1例），治愈出院232例，在院7
例（其中轻型3例、普通型4例）。

第23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日本
籍，近期居住地为日本京都。该患者自
日本东京乘坐航班（IJ253），于5月3日
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
36.5℃，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查
采样后，转送至和平区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5月4日海关实验室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
送至海河医院治疗。胸CT示左肺下叶
前基底段实性小结节影，右肺下叶、左肺
上叶三角形小结节影。经市级专家组综
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轻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5月3日18时至5月4日18时，我
市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2例（菲
律宾籍1例、菲律宾输入，中国籍1例、
美国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205

例（境外输入200例），尚在
医学观察10例（均为境外输
入）、解除医学观察167例、

转为确诊病例28例。
第 204 例无症状感染者，菲律宾

籍。该患者乘坐“大地”轮（MV：MG
EARTH），于5月3日抵达天津港，入境
时体温36.6℃，申报接触史（同船另一船
员在上一港营口鲅鱼圈港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已由当地进行处置）。
当日天津海关检疫排查采样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
送至海河医院就诊。经市级专家组综合
分析确定为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境外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205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
期居住地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该患者
自洛杉矶乘坐航班（CA988），于5月3
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
36.4℃，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查
采样后，转送至滨海新区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5月4日海关实验室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
转送至海河医院就诊。经市级专家组综
合分析确定为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
者（境外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234例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第235例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符合出院标准，于昨日从海河医院
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5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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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1版）提起自己的扶贫故事，杨
晖脑海中就浮现出曾经的天水市贫困
村兄弟的淳朴笑容。其中，哥哥做司机，
云账户为他提供了办理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收入结算、报税等专业服务。去
年云账户在天水市开展短视频带货业
务，又“帮”上了在老家卖农产品的弟
弟。在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下，哥俩摆脱了贫困，日子越过越好。
杨晖把脱贫攻坚实践从线上延伸

到线下，跟随总书记投身脱贫攻坚的步
伐愈发坚定迅速，足迹遍布甘肃、新疆、
西藏等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和“三区三
州”深度贫困地区。“去年年底，我们在
甘肃甘南州开设了二级总部，用零工经

济的新模式为当地农牧民服务，探索实
现共同富裕的‘云账户方案’。”杨晖说，
“在几秒钟、十几秒钟的短视频里，我们
可以感受到当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是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云账
户在甘南州建设了“直播+电商”模式的
运营中心，通过“买全国、卖全国”，打通
消费“国内大循环”，以数字化赋能当地
乡亲过上好日子。

如今，云账户支持400余家村镇
银行打款、秒级到账率99.9%，最高单
日处理165万笔订单，疫情防控期间

15天落地“线上秒批”电子营业执照服
务，帮助个体经营者拿照就业、获取收
入。协助出台首个省级服务平台管理办
法，作为第一作者起草4项地方标准。
应用区块链技术化解新产业新业态经济
领域的安全风险，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杨晖用他自己的方式，对脱贫攻坚的“奋
斗者们”给予了最大支持。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更深入地

思考青年人、青年企业家身上的责任，就
是要把个人的发展、企业的发展与国家
的发展、人民的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把

企业做好，回馈社会。”杨晖坚定地说，
“到本世纪中叶‘两个一百年’胜利实现
的这30年，就是我们30多岁的‘80后’
‘90后’青年奋斗的30年。这就是我们
的时代责任。”

高质量服务引领企业快速发展。云
账户成立4年多来各项经济指标跃升40
倍，2020年实现收入384.54亿元、纳税
25.34亿元，荣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
261位。

立鸿鹄志，做奋斗者。“谨记总书记
的嘱托，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在实现
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们就
是撸起袖子加油干！”谈及未来，杨晖充
满了自信与坚定。

“85后”民企500强掌舵人的时代担当

（上接第1版）
从2016年6月25日长征七号首

飞成功，天津火箭公司迎来首胜，也拉
开了我国中型运载火箭更新换代的序
幕；到同年11月3日长征五号成功首
飞，助力我国火箭运载能力跃居世界
前列，成为我国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
强国的重要标志；再到在2020年一年
时间里相继完成长征五号B首飞箭、
长征五号遥四箭、长征五号遥五箭、长

征八号首飞箭发射任务，实现“四战四
捷”……天津火箭公司一步一个脚印
落实着总书记“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
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
求的航天梦”的指示精神及“强化使命
担当，坚定航天报国志向，坚定航天强
国信念”的明确要求。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天津火箭公司
员工们说得最多的便是——勇往直前、
勇于奉献。在他们看来，所有成功都源
于对火箭研制事业的热爱。因为热爱，
所以一切都值得！

造新火箭，要“拼命干”。员工们说，
在天津火箭公司有一句话叫做“后墙不
倒”“以国为重”，每一发火箭的总装、总测
背后都是上百人的轮番坚守，因为这关系
着我国航天强国建设的大局。于是，他们
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
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克服一
道道艰难险阻。在长征七号合练箭两个
多月的总装测试中，晚上12点前下班的
只有两天，但没有一个人抱怨或请假。在
长征五号首飞发射前倒计时过程中，试验
队抢险队员面对突发故障，不顾液氢液氧
传导低温冻伤的可能，顶住发射点火倒计
时带来的巨大压力，在发射塔架上完成紧
急排故。即便是在2020年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天津火箭公司也在第

一时间复工复产，通过试验队队员整合并
与发射场积极协调等方式，在特殊时期顺
利完成了火箭发射任务。

造新火箭，也要“向前看”。只有制造
技术更新换代，火箭才是名副其实的“新一
代”。于是，他们勇于打破外国技术封锁，
大胆创新，形成了以大型铝合金结构件制
造技术、大型运载火箭数字化对接技术和
火箭总装测试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内独
有核心先进技术，实现了国家新一代运载
火箭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绿色制造，走
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科技兴则国家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如今，随着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

箭搭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升空，长
征五号系列火箭实现“五连胜”，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也完成了367次飞行。天津
火箭公司员工们又投入到后续型号火箭
的总装测试之中。
“我们将继续开拓创新、刻苦攻关，

全力落实总书记对我们的要求，以航天
梦助推中国梦，让运载火箭成为一张靓
丽的‘中国名片’。”这是天津火箭公司员
工们一致的心声。

让运载火箭成为一张靓丽的“中国名片”

■本报记者姜凝

把红色资源请进校园，共建沉浸式
党史学习教育基地；为农村老人科普医
疗知识，给美丽乡村手绘彩墙……五四
青年节之际，我市高校的青年学子“有点
忙”，从党史宣讲到社会服务，从大学校
园到山乡村野，青春在不懈奋斗中绽放
绚丽之花。
5月4日，天津理工大学电气电子工

程学院联合平津战役纪念馆共同举行
“沉浸式党史学习教育实践基地”揭牌仪
式，在小提琴独奏《唱支山歌给党听》的
乐声中，基地实践导师通过“初心篇”“奋
斗篇”“使命篇”“榜样篇”和“天津篇”五
个篇章，生动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发
展历程。在之后的“重走长征路”互动实
践环节，师生们在参与式体验中感悟今
天之幸福来之不易。
在天津大学定向帮扶的静海区付

家村，天大第15期太雷班学员和医学

部师生一起为村里的老人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他们设计制作了一整套醒目
的“大字展板”，还精心准备了一场大
白话式的糖尿病科普宣讲，并免费为老
人们进行血糖检测，帮助他们及时了解
自身健康状况。太雷班学员还为付家
村图书阅览室设计了图书借阅系统，有
了这套电子借阅系统，村民们可以通过
微信扫码的方式登记借阅图书，后台将
同步获取书籍借阅情况和借阅人信息，
使村里的图书管理工作变得更加方便
快捷。在付家村，师生们还一起绘制了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
来的”特色乡村文化墙，为付家村增添
了一张展示美丽乡村新面貌的“天大名
片”。“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青年
人走出校园服务社会，通过这种创新形
式的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同学们思考如
何树立与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
念，过一个充实、难忘的青年节。”天大
团委副书记刘畅说。

高校学子青年节绽放绚丽之花

■本报记者王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际，今年“五一”假期，红色旅游热潮涌
动。作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大沽口炮
台遗址博物馆随着近期入选“津门网
红打卡地”，又“吸粉”不少。
为了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

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这个
假期，该馆围绕革命历史、红色文脉、
红色家风等主题，通过实物展及微展
览、3D电影等形式，线上、线下联动推
出“建党百年红色路”系列活动，激发
公众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在《滨城红潮——滨海新区党的

革命历程》专题展览前，记者看到，现场
展出百余张与滨海新区党史发展密切
关联的珍贵图片，涉及早期党的活动、
抗战期间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党领导
下的革命斗争等5个单元。大沽口炮
台遗址博物馆党政负责人崔志华介
绍：“展览通过记录中国共产党带领滨
城人民不畏艰难、顽强斗争的光辉历
史，引导公众爱党爱国，将民族精神与
时代使命相结合、将个人成长与社会
责任相结合。”
《家和万事兴》家教家风主题展览

包含38个人物、70多件展品，讲述家
风故事，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品读。
假期里，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

还专门面向青少年群体量身打造了
3D动漫影片《大钟回归记》，以孩子的
视角，讲述大沽铁钟的铸造、守卫炮
台、被英军掠走，最终回到祖国怀抱的
坎坷经历。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开区消防救援支队通过“请进来讲、走出去学”相
结合的系列“微党课”，教育引导指战员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通讯员潘惠强摄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

听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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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盛开的山村》
第18、19集李鲜花说李晓
雪脚踏两只船，李晓雪伤心
至极。梁晓春对李晓雪表
达歉意，同时约小雪见面。
邱晓路认为梁晓春是个心
胸狭窄的人，小雪跟他在一
起不会幸福的。牛大爪子
给了梁广发一张20万元的
银行卡，让小算盘给李鲜花
送去，他们想用这笔钱，买
通李鲜花……

天津卫视 19:30

■《金婚风雨情》第
2—4集舒曼结婚后，陷于
痛苦中的季诚对同事舒曼
不理不睬，所有人把季诚的
冷漠态度归罪于舒曼，舒曼
非常难过，耿直也为老婆的
烦恼所困扰。在一次耿直
替舒曼当班时，差点酿成医
疗事故。季诚出手相救后，
耿直真诚向季诚坦言舒曼
对季诚的友好态度，打动了
季诚。季诚和舒曼的关系
得到缓解……

天视2套 18:25
■《婚姻时差》第23、

24集 刘英带着吴婷来到
李海公司，要弄清李海的财
产状况，李海与马林等人正
在开会，马林见状，察觉到
李海与晓菲的关系。会议
无法正常举行，李海忍无可
忍，带着吴婷回家，发现双
方父母都在家门口等着他
们。吴婷父母教育李海，李
海无言以对，当面认错……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赵先

生高价收购杨女士公司的
股权，但是杨女士却以赵
先生与其他两位合伙人欺
诈为由，拒绝将股权转
让。一边是被告的控诉，
一边是原告极力撇清，案
件究竟孰是孰非?

天视6套 18:00

■《模唱大师秀》本
期节目要模仿的是单田芳
先生的评书作品。五位选
手赵亮、郑炜、肖璞韬、穆
志恒、薛博文依次模仿单
田芳先生的评书《隋唐演
义》《乱世枭雄》《白眉大
侠》中的精彩片段。他们
有的是单田芳先生的传承
人、有的是狂热的追随者，
更有从小就跟单先生有过
亲密接触的小书童……经
过三轮激烈的角逐之后，
谁能够突出重围，成为本
场胜出者呢？

天视2套 2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