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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姜凝

李欣是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教研部主
任。入职天津商业大学7年来，她在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让学生爱
上思政课；她在课后答疑解惑，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她在科研领域
不断求索，让知识化作力量；她在宣讲党的方针政策时屡出新招，
让理论在实践中闪光……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李欣讲授的核心课程。“教材里

很多内容学生已经熟知，如何让大学生将这些道理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是教学要解决的问题。”李欣说，“这些若不进行精心设计，便
容易落入空喊大道理的窠臼，这就对我们课程的思想性、理论性和
亲和力、针对性提出了严格而具体的要求，也时刻提醒着我们育人
先育己。”

为讲好这门课，李欣及其教学团队在教学实践探索中创新形成
了混合式情境化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中注重立体式教学情境创设，
引导学生在深度体验的基础上开展理论讲授和研讨，并在教学中注
重以厚实学理支撑强化思政课的政治引领，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同
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

李欣的课富有启发性、内容充实、具有新意，不仅获得学生好
评，也获得了同行认可。她主讲的《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入选天
津市“名师示范思政课”建设项目；她曾获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展示活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展示一等
奖和“天津市优秀教师”荣誉称号等。

教学也不断助推李欣精进科研。目前，她主持在研国家社科
基金青年项目一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子课题项目一项，参与
完成省部级项目多项，发表文章20余篇。

作为党支部书记和教研部主任，李欣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将支
部生活和业务工作深入融合，充分增强了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教研部各项工作取得重要成果，她也连续3年在党支部书记
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中获得“好”的评价，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教研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显著增强。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为学生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李欣说，“我在今后的工作中
坚守育人初心，肩负起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
在教育这片热土上砥砺深耕。”

用实际行动担起铸魂育人使命
——记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教研部主任李欣

■本报记者陈忠权

立夏时节，在武清区黄花店镇八里桥村麦田里，绿油油的小麦
正在拔节抽穗，一片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村民黄汝福站在麦田旁激动不已，满脸笑容：“20多年了还能
看到这么好的麦田，这可都是过去春季撂荒的农田啊，这要感谢村
‘两委’班子，感谢市民政局驻村帮扶组实施农田托管，让我们村民
的农田变成了增收田。”

八里桥村是一个大村，企业多，不少村民都到企业打工，家里
的农田没有时间打理，再加上当地缺水，很宝贵的农田每年只种一
茬玉米，亩产量也不高，影响了粮食生产安全，村民增收也是一块
短板。

黄汝福接着说，现在青壮年都打工去了，留在家里的老年人根
本没有体力种农田，现在可好了，把农田托管出去，不用自己浇水
施肥，就等着到时候收粮食呢，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

村“一肩挑”李乃歧说，粮食安全，事关重大，对春季撂荒的农
田，作为村“当家人”绝不能视而不见，坐而不管，去年村“两委”班
子和驻村工作组多次商议，最后决定实施“农田托管”，解决这一顽
疾。具体就是本着村民自愿原则，鼓励村民把自家种不了的农田
交给村委会管理，粮食丰收的时候，按照托管的农田亩数，获得全
部粮食。另外，村民托管给村委会的农田，耕种不用交一分钱，全
部由村委会负责处理，大大减轻了村民们的负担，截至目前，全村
托管的农田面积达到1200多亩，涉及60多户。

市民政局驻村帮扶组王军说起刚开始实施农田托管时，一些
村民并不理解，虽然自家种不好，但却并不愿托管给村委会，为此，
他们和村“两委”班子成员入户做工作，特别是鼓励那些处在托管
核心地块的村民进行托管，最后终于做通了工作。

如此大面积的农田交给村委会，村委会又如何处理呢？
李乃歧介绍，首先把托管的农田进行高标准改造，兴修水利，

改善土壤，做到旱季能浇灌，多雨时节能排涝，旱涝保丰收。与此
同时，把农田机械化作业任务分给村里农机大户，发挥他们农机合
作社的力量，对1200亩农田统一耕种，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让
农资经营户提供种子化肥等，扩大了销量，让他们有了利润，村委
会再出资帮助，这样一来，1200多亩托管农田已经全部由过去的
一年只种一季庄稼，改为一年种两季粮食作物（冬小麦+玉米），全
村每年增产粮食48万公斤，村民们也增收了。

一位农机大户介绍，现在麦子正拔节抽穗，病虫害来袭，我们
就采用无人机喷洒农药防治，作业速度快，成本低，防治效果好，确
保夏粮丰收。
“这种农田托管方式解决了小农户无法解决的难题，通过托管

把一家一户零碎的、种植效益不高的农田整合起来，集中连片，进
行现代化大农机耕种作业，节省了成本，确保了粮食安全，是帮助
村民们增收致富奔小康的一条希望之路，值得大力提倡。”市农业
农村委种植业管理处负责人王学忠说。

“农田托管”开辟增收致富路

■本报记者张清文并摄

在水上公园西南边缘，有一座日式庭院园林建筑——
“神户园”。初夏时节，走进这片园林，浓郁的日本民族风情
扑面而来。
“草木为情友谊无涯世代流传勒石永存”，园林内，山

石砌成的纪念碑上镌刻着这样的题词。
“‘神户园’凝结着天津和神户两市人民的友情，是中日

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永久纪念……”每每走进“神户园”，总
能勾起83岁的市外办原主任耿建华心中那抹不去的记忆。

周总理架起友谊长桥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48年前，1973年6月24日，从这一

天起，天津市和神户市正式结为友好城市关系。这是中日
两国之间建立的第一对友好城市，也是中国同外国之间的
第一对友好城市。

在天津从事外事工作38年，能够亲身参与并见证这一
大事件，耿建华至今倍感自豪和荣幸。
“大会在天津市人民礼堂举行，‘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友

好万岁’的横幅格外显眼，神户市市长宫崎辰雄率团出席。

双方郑重宣布‘天津市和神户市结为友好城市’的那一刻，
现场1900多名各界群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耿建华说，天津市和神户市能够喜结“良缘”，得益于
周恩来总理的“牵线搭桥”。“1972年，宫崎辰雄市长曾率日
本日中友好青少年游泳访华团来中国进行友谊比赛，在接
受周恩来总理会见时，他表达了想要和中国的一个港口城
市结为姊妹城市的想法，周总理了解情况后，示意神户可与
天津结为友好城市。”
“‘姊妹城市’是当时国际上通用的称谓，‘友好城市’

是根据周总理指示改的，为体现城市间的平等。”耿建华
说，周总理亲手架起的这座跨海友谊长桥，把中国渤海之滨
的天津和日本濑户内海之畔的神户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中
日两国民间交往谱写了新的一页。

民间外交进入新阶段
“天津与神户地理相近，地位相似，都是工业港口城市，

结为友好城市关系，‘门当户对’。”耿建华说，这对友城关系
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地方外事、民间外交进入了新阶段。

自此以后，天津和神户在48年的友好交往中，互访连
年不断，经贸合作效果突出，科教、文化、体育、卫生等领域
的交流非常广泛，其成果及影响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
“1984年3月，日本港口专家鸟居幸雄被聘请为天津

港务局最高顾问，他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位外国顾问，曾
为解决天津港压港压船问题贡献了很多智慧。作为改革试
点，当年6月，天津港在全国第一个实行了‘双重领导，天津

为主’的港口管理体制，为全国港口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打下
了基础。”

耿建华说，天津与神户缔结友好关系后，创造了很多
个“第一”：天津港与神户港建立了中外第一对友好港关
系；天津广播电台与神户关西广播电台建立了中日第一对
友好电台；神户市市长宫崎辰雄成为第一位“天津市荣誉
市民”；天津大熊猫荣荣和寨寨第一次作为友好使者参加
日本神户人工岛博览会；神户市事务所在津设立，成为我
国第一个外国地方办事机构；天津水上公园建成我国第一
个外国庭院——“神户园”……

新时代继续携手共进
天津与神户的友好交往，不仅为中日两国民间交往谱写

了新篇章，还成为中外友城的典范。
“天津的‘朋友圈’发端于神户，遍布五大洲。”现任市外办

主任栾建章告诉记者，近年来，天津以“一带一路”沿线港口城
市为重点，持续完善友城布局，目前已建立了覆盖50个国家
的93对国际友城。
“新时代，天津与神户将继续携手共进！”栾建章说，刚刚

过去的4月份，天津—神户视频工作会成功举办。会上，双方
就进一步深化经贸、健康医疗、智能科技、港口、人文交流、时
尚消费等领域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再过几天，神户市将作为
主宾城市参加在津举办的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现任神户市
市长久元喜造将在开幕式上致辞。未来，天津和神户这对友
城仍会在国际友城交往领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本报记者苏晓梅

“啥是全电气化生活？”
“我们村儿能实现吗？”
日前，国网天津电力心连心共产党员服务队宁河一队

来到宁河区廉庄镇后米厂村开展“众筹替代 绿色惠农”节
能低碳乡村行活动，精准洞察乡村电气化需求，解答农民
“能不能？”“贵不贵？”疑问。

后米厂村曾是宁河区困难村之一，如今村集体收入多
了，国网天津宁河公司在日常“供电+能效服务”调研中了
解到，村民对方便、安全、绿色的电气化新生活充满向往，但
对“电能替代”“低碳生活”认识还不深。
“我经营3间民宿，您看到的这间是全电气化的，相较

另外两间经营成本更低，客人也反映这间屋住起来更方
便。”国网天津电力心连心共产党员服务队宁河一队队员华
细兴到后米厂村晟汇源民宿调研乡村产业电气化需求时，
了解到民宿老板李俊杰有继续打造“全电民宿”的计划。华
细兴说：“我们会给您出一套电能替代设计方案，让您不用
操心就能把事儿办好！”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国网天津宁河公司将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始终。

该公司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到乡村居民对电气化产品
感知程度较差、不知道或不理解电气化产品对其生活品质
提升的作用。

为此，该公司以后米厂村为试点，组织4支共产党员队开
展“绿色惠农”节能低碳乡村行活动，帮助村民迈过“电能替
代”的“低门槛”，确保乡村居民“买得对”“买得起”“用得好”。

此项活动预计可满足宁河区13万户乡村居民电气化
需求，节约居民购买电器成本126万元，产生替代电量
1080万千瓦时。

我为群众办实事

开启绿色惠农新生活
——国网天津电力开展节能低碳乡村行活动 档案“小故事”讲述“大道理”

——市档案馆党史学习教育宣讲进社区、驻基层

■本报记者孟若冰

春意盎然骄阳暖，党史宣传入民心。连日来，市
档案馆充分利用红色档案资源优势，先后走进河西
区图书馆、南开区水上公园街宁福里社区开展宣讲
活动，用档案视角讲述百年党史故事，以小切口展
示大主题，扎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深入人心。

在河西区图书馆，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围绕大型党
史人物纪录片《曙光》，为广大读者讲述了“曙光——天
津党史中的红色伉俪”感人故事，通过有态度、有厚度、
有温度的讲述方式，把“故事性”和“理论性”结合起来，
用“小故事”讲清“大道理”，让红色种子在读者心中生
根发芽，使党的理论教育入耳、入脑、入心。
“作为一名社区基层党员，听完市档案馆杨老师

给我们讲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赵世炎在天津指
导工人运动，最后在上海为党的事业和民族复兴献出
了宝贵生命，让我很震撼。”宁福里社区党务工作者表
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工作和党史学习教育紧
密结合起来，着力提升自我党性修养和政治素养，增
强党务工作能力。

现场聆听的基层党员们认为，“用档案故事讲党史的
方式很生动、接地气”，“通过共同回顾昨天、展望明天，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洁生动的故事，让大家接受了深刻的
党史教育”……激发了党员干部群众的责任之心、担当之
心、为民之心。

市档案馆还将继续以档案实物、手稿、影像资料等为
素材，深度挖掘红色印记，传承红色基因，通过红色宣讲，
让更多的人了解红色故事，坚定不忘初心的信念，汲取不
忘初心的力量。

接受精神洗礼汲取前进力量
——静海区举办“永远跟党走 百年百姓话党恩”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记者杜洋洋

昨天一大早，静海区杨成庄乡宫家屯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李振勇就用“大喇叭”通知大伙儿到村
党群服务中心参加“永远跟党走 百年百姓话党恩”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听到广播后，乡亲们纷纷放下手里
的活儿，紧赶慢赶地前去参加。
“我今年70多岁，亲眼看着咱们国家从‘一穷二

白’到‘国富民强’，这都是因为有党在带领咱们往前走
啊。党的恩情，我到啥时候都忘不了……”在村党群服
务中心内，已经退休的老支书张仕发正在跟大伙念叨
着心里话，言至动情处，不禁泪湿眼眶。前来参加教育
活动的党员干部、学生、村民也都围坐在一起，倾听着
这些最动情的党史故事。

这次活动是由静海区党史学习教育办公室和杨
成庄乡党委联合举办，充分利用“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宫家屯村深厚的红色资源，邀请烈士遗属、老党
员、老兵、群众代表等群体，围绕“党的建设初期”“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四方面内容，讲
述老百姓身边的党史故事，畅谈静海区翻天区覆地
的变化，带领大家在感悟历史中接受精神洗礼、汲取
前进力量。

缝纫机、二八自行车、煤油灯……活动现场的展台

上摆放着不少老物件，其中一把老旧的铡刀引起了大家
的关注。村民徐庆星走上展台，拿起这把看似普通的铡
刀，为大家讲述了它背后那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往事。

活动现场，大伙儿畅所欲言，气氛十分热烈。
“大到经济社会发展，小到衣食住行，静海区发生着

翻天覆地的变化，创办企业、改土治碱、发展交通，无数共
产党人接过革命前辈的‘接力棒’，以浓烈的爱国情怀和
奉献精神投入工作，一个个乡村振兴的故事被书写在静
海大地上。”区委党校讲师程媛媛说。

说起生活的变化、家乡的发展，村民们坐不住了，
都想要上台说两句。杨成庄乡砖垛村村民杨文敏站起
身高兴地说：“这些年来，咱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大事
小情都有人带着干、帮着干，连村里的厕所都改造成能
洗手的了……”说到这，活动现场掌声四起，群众都是
发自心底的赞同。

紧接着，李振勇对怎样继续带领村民实现更高质量
的乡村振兴，谈了自己的想法。
“党史学习教育为我们提供了精神指引，成为推动

具体工作落实的‘指南针’‘能量塔’。这次教育活动的
开展让我们对党史学习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今后，
我们将继续为群众多办好事、办实事，充分挖掘好、发
展好宫家屯村深厚的红色资源，不断推进宫家屯村产
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李
振勇说。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120期3D开奖公告

4 5 0
天津投注总额：524612524612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51注
207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2625 28193024 11+03

第2021052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1101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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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
3注

122注
354注
4451注
7265注
51484注

0元
52448元
2579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4483420元

红色津沽

1984年3月1日，《关于神户市协助天津港进行管理
和建设协议书》签约现场，后排左一为耿建华。 资料图片 市外办原主任耿建华向记者展示老照片。 位于水上公园的“神户园”。

昨天，和平区40所中小学同时举行“党在我心中永远
跟党走”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升旗仪式，近10万名师生
同时参加了此次升旗仪式。 本报记者谷岳摄

10万师生同升国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