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本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翻译的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英
文单行本，
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庄严
宣告了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充分肯定了脱贫攻坚取得
的伟大成绩，深刻总结了脱贫攻坚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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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阐述了伟大脱贫攻坚精神，
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提出了明确要求。这篇重要讲话英文单行本的出版
发行，对于国内外读者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的中国力量，
深刻理解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国特色反贫困
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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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库门到南湖畔 初心百年历久弥坚

让文明交融之光照耀未来

——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上海浙江篇

——习近平主席的
“文明观”启迪世界

掌握主动，才能赢得
先机。进入新发展阶段，
要下好先手棋，打赢主动
仗，必须用好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没有创新的思维方
式，就没有创新的行动和实践。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解决新问题、实现新突破，就必须
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只有让创新思维
成为一种习惯和本能，才能以求新求变的活力
闯出一片新天地。从支持科研工作者对接市场
搞研究，
到加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设，积极营
造创新氛围，让创新蔚然成风，创新活力才能竞
相涌流。
发展的过程，是探索前进的过程，也是破
旧立新的过程。实现这个过程，除了需要创新
理念的引领推动，更需要我们主动出击、敢闯
敢试。
“闯”与“试”之间是紧密相连的，敢闯，意
味着先人一步，在时间上争取到“早”和“快”；
敢试，意味着要打破旧有模式，敢于走出新路
子。天津率先扛起智能科技产业大旗，做强做
实世界智能大会品牌，倾力打造人工智能先
锋之城，就是以思维之变促发展之变，依靠创
新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新动能。
创新不是发表论文、申请到专利就大功告
成。无论是构筑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全国先
（下转第 2 版）
进制造研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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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凭阑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停靠在浙江嘉兴南湖湖心岛的南湖红船

■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袁震宇 郭敬丹 唐弢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今天，
我们透过三组镜头，追寻革命火种；
在时空交错中，
感念初心历久弥坚。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上海，
兴业路 76 号，
中共一大会址；
浙江，
嘉兴南湖，革命红船起航地。
一百年前，13 名平均年龄 28 岁的中共一大代表，在上海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从 中 共 一 大 会
寻常巷陌的石库门内酝酿“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会议被迫中
开栏的话 址、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到西柏坡七届 断而转移，在嘉兴南湖一叶小船上继续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
二中全会旧址，从沂蒙老区到湘江战役 “中国共产党万岁！”
纪念园……习近平总书记的“红色足迹”遍及大江南北。5 月
两个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中国革命原点，见证红色历史
16 日起，新华社开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专栏，
的开篇。
以融合报道方式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红色足迹”，重温红色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
圣地革命历史，反映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改变当地面貌、 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
改善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
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

“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
情景都耐人寻味”
【特写·石库门】
2017 年 10 月 31 日，
上海，
中共一大会址。
走进石库门，在一个放有小册子的展柜前，习近平久久
凝视。这是 1920 年 9 月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
本。讲解员说道，它由一位共产党人的老父亲放在衣冠冢中
方才保存下来。总书记听了连称很珍贵，说这些文物是历史
（下转第 4 版）
的见证，
要保存好、利用好。

市领导同志观看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交响合唱音乐会

我市创“智慧出行”多项全国第一

讴歌辉煌历程 汇聚奋进力量

智慧出行平台覆盖我市全域范围 惠及 1.07 亿人次

李鸿忠廖国勋段春华盛茂林参加
本报讯（记者 于春沣 周志强）回顾辉煌党史，传
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16 日晚，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交响
合唱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奏响。
我市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抗疫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优
秀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退役军人、先
进模范人物代表等共同观看音乐会。
市委书记李鸿忠，
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春华，
市政协主席盛茂林与干部群众代表一道，在荡气回肠
的旋律中重温峥嵘岁月，集体接受革命历史教育。
《东方红》交响合唱音乐会由天津歌舞剧院交响
乐团（保利天歌交响乐团）与北京音协合唱团等联合
演出，已深入全国 14 个省市开展巡演近 20 场。音乐
会根据同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加工创作，以 1921 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斗争实践为题材，以交响
乐、合唱、独唱、重唱、朗诵等形式，生动展现我们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谋求解放与胜利、获得新生的辉

煌历程。
《东方 红》、
《长 征》、
《游 击 队之 歌》、
《南泥
湾》、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首首耳熟能
详的红色经典歌曲、雄浑激昂的交响乐，通过艺术家
们激情洋溢的演绎，
让观众心潮澎湃，在回望光辉革命
历程中接受党史教育。
“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
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在演出尾声部
分，全体观众起立高唱《我的祖国》，高亢旋律响彻全
场，将音乐会的情绪推向高潮。一段段震撼心灵、难
以忘怀的革命金曲，让大家深切感受到波澜壮阔、风

起云涌的百年岁月，深刻体悟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大家
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凝聚拼搏
力量，始终保持顽强意志，勇敢战胜各种重大困难和
严峻挑战。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在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新征程中，谱写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业绩，
唱响新时
代奋斗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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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礼赞 精神的洗礼

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交响合唱音乐会反响热烈感动津门

十年一剑 医学教育再出发

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总决赛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晴间多云

初夏的津城绿树成荫，一派生机勃勃。
5 月 15 日至 16 日，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
能大赛总决赛在津举行。短短两天中，来自全国各地
的 568 名选手同场献技、增进友谊、放飞梦想，留下了
难忘的美好回忆。
这是一场全国医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大
比拼，也是全国各高校医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一次较
量，体现了重视医学实践技能培养的医学教育导向。
“医学生既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还要有良好的动
手能力。从大赛举办十年来的成绩看，学生动手能力
显著提升。这是我们办赛的初心，也取得了预想的结
果。”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
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也
表示，要切实发挥大赛带动作用，以新医科统领医学教

西南风 2-3 级转 3-4 级 降水概率 10%

育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助力健康
中国建设。
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自 2010 年开赛以
来，始终秉持培育尚德精术医学人才的初心，以赛促
改、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不仅赛事的规模、质量及影响
力与日俱增，十年来，还搭建了一个全新维度的医学竞
赛平台，
建设了一支教医相长的优秀教师队伍，
选拔了
一批德术双修的卓越医学人才，打造了一套标准化临
床技能训练体系，促进了一批院校医学教育资源投入
和医学教育条件改善……在
“育人才、推名师、强基地、
定标准、促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地促进
了全国医学教育实践教学水平的整体提升。
“医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是人才培养的核心环
节，大赛这个平台就综合考察了医学生的技能、思维、
团队合作和职业精神。”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说。
（下转第 2 版）

夜间 晴间多云

西南风 3-4 级

降水概率 10%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上公交、
乘地铁、出入车库，只需取出手机轻
轻一扫就轻松搞定——这样的智慧
出 行 方 式 ，已 成 为 天 津 市 民 生 活 的
日常。在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开幕
前夕，记者获悉，在“智慧出行”领域
我市又创下了多项全国第一：全国首
家在地铁场景脱机快速交易实现站
内联机应用的城市，云闪付乘车码在
公交场景全国首家落地城市，中行天
津市分行 App 乘车码也成为银联标
准乘车码向银行业 App 输出的首个
成功案例。
3 年前，中行天津市分行携手天
津轨道交通集团推出惠民交通工程，
在全国率先开启了智慧出行、便捷通
行的新模式。
此后，在人行天津分行的
支持下，中国银联天津分公司与中行
天津市分行和轨道集团、公交集团携
手，在地铁场景实现通过直接挥卡、挥
手机及“天津地铁 App”绑定银联卡
扫码方式顺利过闸。中国银联天津分

公司相关人士透露，云闪付 App 与天
津地铁 App 的对接工作已完成技术
联调，将于近期上线。
在 公 交 场 景 ，我 市 实 现 了 全 市
500 余条公交线路、9500 多辆公交车
全量数字化改造，
且实现
“金融标准产
品全覆盖”。乘客可通过云闪付 App、
中行 App 扫码乘车，也可直接挥卡、
挥手机乘车。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天津
成为云闪付乘车码在公交场景全国首
家落地城市。
截至目前，天津智慧出行平台已
覆盖我市全域范围，
涵盖轨道、公交和
停车等多个领域，
惠及 1.07 亿人次。

科技赋能，
带给劳动者更广市场发展空间

──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总决赛侧记
■ 本报记者 姜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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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晖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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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潮涌千帆竞

——写在《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4周年前夕

温度 最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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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 31 个全国助残日

津城残疾人 这些补贴请收好
最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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