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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榜样

■本报记者姜凝

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40年，调查行程超过30万公里，建立了
全国最大的民族体质人类学数据库；他始终恪守爱国奉献的信念，
带领团队坚守民族体质宏观研究，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对党
和国家的赤诚之心和对科研工作的挚爱，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
年学子接过科研报国的接力棒。他就是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教授郑连斌。

体质人类学研究，通俗讲是用专业人体测量工具对头围、鼻宽
等人体80多项指标进行观察、测量、统计。“这些数据都是国民生
产中需要的，可以给我国工业、教育、卫生等行业提供数据基础，使
生产设计、标准制定更加科学。”郑连斌说。

1991年，郑连斌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那些年，不少学
界的老先生陆续退休，很多年轻的专家学者开始转向更容易出成
果的分子人类学，传统的体质人类学被冷落。但郑连斌却始终未
动摇，他拉上几名党员教师成立了团队，开始自己牵头搞研究。
“当时我40多岁，又是党员，感觉有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应该

在这个学科里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不能让学科断了档。建立中国
人的体质数据库是个开创性的工作，可能不被很多人了解，但这工
作总得有人去做。”忆起初心，郑连斌说。

体质调查工作所调查的族群有很多处于群山峻岭中。为确保
工作顺利开展，郑连斌一直冲在田野调查的前头。“郑老师年事已
高，每次我们都劝他在后方为我们坐镇指导就好，但他每每义无反
顾地和我们一起，下村寨、爬高山、入森林、越河流。”团队成员、师
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宇克莉说。
“人体数据不能编造。无论教学还是科研，我们都要认真做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共产党人应具备的素质。”郑连斌表示。
“一定要详尽记录中国人自己的体质数据，填补国家这一空

白”，凭着这份执着信念，2002年以来郑连斌带领科研团队在国内
率先完成了115个族群的体质研究，获得了6万多人的近700万
个有效体质数据，原创性地勾画出了一幅详尽的“民族体质地
图”。郑连斌也因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获得2020
年“人类学终身成就奖”。

如今，年逾古稀的郑连斌虽已退休，但仍在团队中继续做科研
工作。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师生加入该团队，其中一半以上都
是共产党员。“吃苦耐劳、敬业踏实……郑老师的一言一行深深影响
着我们。”团队成员、师大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刘鑫说，会继续跟随
老师们深入进行科学研究，尽快完成丰富国民体质数据库等工作。■本报记者张立平通讯员王怀斌

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位伟人，既是同志，又是伴侣。在
50多年的共同生活中，他们聚少离多。无论是在血雨腥风
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艰苦奋斗的建设时期，他们始终心心相
印，关怀备至。他们细腻而真挚的爱意，体现在一花一叶的
细节中。

1954年4月，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
平问题，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赴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

会议一直持续了4个多月。在那紧张的日日夜夜，周

恩来常常顾不上吃饭和睡觉，夜以继日地工作。这是新中
国总理第一次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战斗。

此时祖国北京，正值大地回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庭
院里，海棠花开了。邓颖超却一直担心着周恩来的身体。
在复杂多变的外交战中，周恩来是那么的辛苦。邓颖超抬
头向院子里望去，粉红色的海棠花一团团、一簇簇随风摇
曳，竞相媲美。邓颖超知道，周恩来酷爱海棠。每年海棠花
开，周恩来无论工作多忙，都会和邓颖超一起赏花。可今年
海棠花开，他却远在日内瓦。于是，邓颖超来到院中，摘下
几枝娇美的海棠，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压在书里做成干花。

几天后，邓颖超将刚做好的海棠干花和上一年从香山
采来压好的枫叶一起放到信中，寄给了周恩来。海棠，是周
恩来最喜爱的花。枫叶寄托着相思，表达着情谊。她在信
中这样写道：

恩来：
今天是中国青年节——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日。

这个日子，是中国青年、中国人民以及你我二人的一个多么
可纪念的节日。回忆当年，回忆三十五年来所经历的过程，
又是如何使人引起深长的、复杂的、亲切的心情啊！

……
你们站在紧张、复杂、尖锐的国际斗争的战线上，正为

着保卫世界和平、制止新的战争的庄严的事业而努力，多么
使人关切和向往着你们。

……
在郊区的山坡、泉水之旁，采了少许野花，又选上二三

朵家花，一并随信寄你，给你的紧张生活，加上一些点缀和
情趣。

……
小超

1954.5.4

周恩来收到邓颖超的信，看到信中夹着他心爱的海棠
和寄托相思的枫叶，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那是小超的一
片深情！海棠带着西花厅的香味，枫叶凝聚着邓颖超对周
恩来深深的爱情！周恩来远在异国他乡，还有什么能比得
上来自亲人这满怀深情的慰问，更能使他心旷神怡？

周恩来委托秘书采来了院中正在开放的芍药花和蝴蝶
花，将花瓣夹在一本厚书中，细心压好。然后，他给远在家
中思念自己的妻子写了一封信，并装上压好的花，托信使带
给邓颖超。信中这样写道：

超：
你的信早收到了。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

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

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
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八小时。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
神均好，望你放心。

陈浩、成元功两同志催我写信数次。现在已经深夜四时
了，还有许多要事未办。明日信使待发，只好草草书此，并附
上托同志们收集的院花，聊寄远念。

周恩来
六月十三夜

书信虽短，却饱含深情。邓颖超收到信后，看着看着，脸
上洋溢起欢快的笑容。

海棠花、枫叶、芍药花、蝴蝶花，成了传递两地相思的使
者，这是一种能穿越时空的浪漫，更是两位伟人忠贞不渝爱情
的见证！

■本报记者张清

共忆百年党史，共话青春梦想，共叙使命担当……
春夏之交的蓟州，草木葱茏。“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来自市

消防救援总队的100名消防指战员赴蓟州革命老区，开展“党史照
耀初心 青春不负韶华”主题团日活动。在红色传承中，汇聚青春
梦想，赓续消防荣光。

重温红色情
蓟水悠悠盘山巍然，潇潇细雨中的盘山革命烈士陵园庄严肃穆。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在铿锵有力的宣誓中，100名青年消防指战员整齐划一，
握紧右拳，重温初心使命。

而后，大家有序走进盘山烈士陵园纪念馆，驻足在一件件珍贵
的抗日战争历史陈列展品前，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在讲解
员的深情讲述中重现脑海。
“1942年果河沿大战中，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冀东八路军

十三团团长包森，以7个连的兵力同伪治安军第二集团展开激战，
吃掉了比自身大几倍的敌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略奇迹……”蓟
州消防救援支队盘山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刘璐感慨，作为驻守
在盘山脚下的消防救援队伍，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守护在这片英雄的热土，我们更应当崇尚英雄、争当英雄，发

挥应急救援主力军和国家队作用，永远做党和人民放心的忠诚卫
士。”刘璐说。

共感红色恩
一寸山河一寸血，巍巍青史励后人。
在蓟州区官庄镇联合村红色教育基地，村干部龙成文向青年

消防指战员们讲述了莲花峰七勇士为掩护部队撤离，弹尽粮绝跳
崖牺牲英勇就义的故事。

在塔院村94岁老红军王振奎家中，大家认真聆听了老人回顾
当年参加锦州战役和平津战役时，无数革命先辈将生死置之度外，
主动请缨参加战斗的故事。

……
一段段峥嵘岁月浮现眼前，一个个英雄人物跃然心间。“视

死如归的抗战英烈、浴血奋战的沙场将士、毁家纾难的仁人志士……”
青年消防指战员们感叹，战争的硝烟虽已远去，但革命先辈浴血
奋战的悲壮场景永远不能忘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倍
加珍惜。

再走红色路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活动当天，100名青年消防指战员还参加了“重走红军路”活动，

在攀爬盘山、寻访红色遗址的体验中，追忆峥嵘岁月，重温革命艰苦。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蓟州消防救援支队盘山消防救

援站供水班消防员鲁晶禄坦言，参加此次活动，让他更加体会到了
这句话的意义，“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伟大组织，
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意义所在。”他说，作为一名消防
员，将立足本岗，赓续荣光，续写辉煌。
“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

生。”蓟州消防救援支队兴华大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兼战斗班班
长顾大雨表示，会继续发扬“火焰蓝”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
在盛世中肩负重任，与新时代同向同行。
“让青春在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市消防救援总队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举办此次主题团日
活动，旨在持续激发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团员青年爱党爱国的巨大
热情，教育引导青年消防指战员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知史爱党、知
史爱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消防力量”。

■本报记者陈忠权

山墙外高高的“烟囱”、八尺高的“神杆”挂着斗子、院内
建着谷物粮仓……“五一”假期，蓟州区孙各庄满族乡隆福
寺村迎来了很多游客，独具特色的满族民居让游客们大开
眼界，收获颇丰。

中午12时，走进吉福祥农家院，香喷喷的“八碟八碗”
已摆满饭桌，荤素搭配，香气扑鼻，游客们正吃得津津有味……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石金生介绍，这是满族家庭最为
隆重的待客方式，过去一般只用于喜宴寿宴等庆祝场合，现
已变成接待游客用餐了，目的就是展示满族文化特色，让游
客们满意，“五一”假期每天都有不少游客光顾。

隆福寺村是蓟州区孙各庄满族乡7个满族村之一，全
村149户，495口人，在多部门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该村依
托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色，发展具有满族风情的乡村旅游，取
得了不俗成绩，被国家民委评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在隆福寺村口矗立着一个漂亮的实木彩绘、青瓦结构
仿古牌楼，还有一块3.5米高的巨石村标，特别亮眼。石金
生说，这是由市民委提供支持帮助建造的，已成为隆福寺村
的门面。村中心大街两侧还设立了反映满族历史、文化、习
俗、传说、风土人情和满族乡发展等内容的展牌16块，仿明
清风格改造了主街两侧民居仿古门楼30座，建满族民居烟
囱3座，整个村庄充满了浓浓的满族风情。

石金生说，为帮助村民改善生活条件发展乡村旅游，市、
区、乡多部门大力支持，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去各
家各户的生活污水没有地方消化处理，垃圾处理也不完善。
现在好了，各家各户的生活污水全部通过地下6000米长的
污水管道，流到污水处理中心进行环保处理，街道上再也没
有乱泼乱倒现象；生活垃圾日产日清。与此同时，还建了
1200平方米健身广场，安装了20套健身器材。

为帮助该村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种植优质农品，发展
采摘，丰富旅游内容，区林业局派来果树专家帮助村民种植
优质核桃和板栗，年产板栗5万公斤、核桃20万公斤，年产
值达到800多万元，村民的收入得到迅速增加。

来到村北的山脚下，这里有一条登山步道通向山顶，吸
引了不少人前来攀登。“这是区体育局帮助我们村修建的，长
5公里，特别受村民和游客欢迎。”石金生告诉记者。

红色津沽

津门火焰蓝心向党

一花一叶诉情思
——周恩来、邓颖超互赠亲手制作的干花见证两位伟人忠贞不渝的爱情

初心不改绘制中国“民族体质地图”
——记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郑连斌

党史照耀初心青春不负韶华
——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周恩来托信使给邓颖超的回赠——芍药花和蝴蝶花
图片由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提供

日内瓦会议期间邓颖超寄给周恩来的枫叶。
图片由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提供

满乡绽放幸福花
——走进蓟州区孙各庄满族乡隆福寺村

同心奔小康

■本报记者万红

日前，一场名为“百年征程星火相传”的情景式党史宣
讲活动在天津港集团公司上演。穿上红军军装、学生服，百
年前邓中夏、蔡和森、车耀先、李静安等革命先驱气壮山河
的英雄故事，在港口员工的动情演绎下一幕幕再现。

天津港电力公司职工陈俊男在这次情景式党史宣传活

动中饰演了邓中夏，他告诉记者：“非常荣幸扮演邓中夏，通过
这次亲身演绎，我对党史学习的领悟更加深刻了！”

天津港集团党史学习教育通过深入红色教育基地，劳模
先进带头交流学习体会，推出“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云上“微
团课”，组织“红歌颂党恩、演讲话党情、诗歌赞伟业”等特色活
动，以党员带动群众，全员覆盖的党史学习，已成为凝聚奋进世
界一流港口建设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情景式宣讲掀起党史学习新热潮
——天津港集团公司创新方式方法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智慧党建机器人当“助教”
——记天津泰达中小企业科技园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

■本报记者万红

日前，天津泰达中小企业科技园举办了一堂真人和
机器人一起完成的党课。党史专家向40余位企业家进
行了精彩的党史教育宣讲，但最受欢迎的则是两台智慧
党建机器人。

讲解党史、回答党建问题、唱红歌、跳红舞、签到迎宾……

这些全都是智慧党建机器人“小度”的强项。中场休息时，
另一台通体白色的机器人也是忙得很，一会儿唱起红歌、载
歌载舞，一会儿提出党史问题与观众互动，一会儿又为大家
讲解党史知识。

天津泰达中小企业科技园总经理张小薇告诉记者：“这
次融合了党建机器人、融媒体平台、党建VR等多种新颖形
式的党课，能帮助企业家从中汲取智慧，开拓创新。”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115期3D开奖公告

2 3 1
天津投注总额：478628478628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59注
209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29 0824 212825 01+26

第2021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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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注
6注

243注
608注
7239注
11059注
75024注

697815元
25821元
1275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513985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