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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5月21日18
时至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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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18时至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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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例（中国籍
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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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例，在院7例（均为普通型）。

5月21日18时至5月22日18时，我市新增3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菲律宾籍1例、中国籍2例），累计报告无症状感
染者221例（境外输入216例），尚在医学观察16例（均为境外
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76例、转为确诊病例29例。

第219例无症状感染者，菲律宾籍。该患者自2月3日于
埃及登船（“戈尔兰北极”轮），于5月20日抵达天津港南港工业
区LNG码头。入境时体温36.3℃，申报无异常。当日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5月21日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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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刚果（金）。
该患者自刚果（金）至法国巴黎乘坐航班（AF382），于5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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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河北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5
月22日新冠病毒鼻/咽拭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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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几内亚。该
患者自几内亚至法国巴黎乘坐航班（AF382），于5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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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河北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5月22
日新冠病毒鼻/咽拭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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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例无症状感染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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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2820人，尚有192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陈奇）近日，在天津市对口支援的青海省黄南州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高山还顶着积雪，泛绿的草原孕育生机，科技
援青的重磅平台诞生——绿色有机畜产品研究院揭牌仪式隆重举
行。天津援青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宋建与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
工程学院院长杜欣军共同为研究院揭牌。当天，河南县与天津科
技大学举行了战略合作座谈会并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全国有机养殖基地面积最大、参与有机养
殖牧户最多、存栏有机牲畜最多的地区，拥有青海省唯一的国家级
农业科技产业园。2020年荣获全国有机产品（高原牦牛、欧拉羊）
生产基地称号，“雪多牦牛”荣获农产品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天津
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建校60余年来，凭借雄厚的师资力
量和众多科研成果，成为我国食品工业综合实力最强的院校之一。

在津青两地领导高度关注下，通过天津援青前指不断牵线搭
桥，天津科技大学同黄南州河南县联合发起成立了绿色有机畜产
品研究院。研究院的成立，填补了青南地区这个全国最大的有机
养殖区域相关科研院所的空白，将有力促进该地区实现生态保护
与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发展高度融合。此举也意味着，围绕落实党
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对口支援工作的新要求，津青两地在强化科
技支援、推进产业提质升级方面共同迈出了新步伐。

本报讯 5月17日下午，由天津市慈善基金会、天津市广播电
视台《百医百顺》栏目携手天津市海德堡联合口腔共同发起的“海
河口腔计划慈善基金成立仪式暨口腔护照公益新闻发布会”活动
在天津大礼堂举行。此次活动得到了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健康管
理与健康服务工作委员会及天津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大力支持。

5月21日18时至5月22日18时

我市新增3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疫情快报

海河口腔计划慈善基金成立仪式举行

津青合作探新路科技赋能促振兴
绿色有机畜产品研究院填补青南地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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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去世

■本报记者仇宇浩

昨天，“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逝
世，消息传来，此前因出版袁隆平主编的
《中国杂交水稻发展简史》一书而与其及团
队反复沟通的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们
伤感万分，他们向记者讲述了打造这个
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幕后故
事，表达了对袁隆平院士的敬仰和哀思。
袁隆平一生执着追梦成绩斐然，他非

常关注如何系统、科学、合理地梳理好中国
杂交水稻从无到有、中国农业科技从弱到
强的发展历程，因此他特别重视《中国杂交
水稻发展简史》一书的编辑出版。据该社
副总经理石崑回忆，在该书编辑出版过程
中，袁隆平院士及其团队与编辑们反复沟
通，特别是在一些关键史料的总结、科学数
据的援引和关键事件的阐述上，力求实事
求是、精准呈现，充分体现出一个优秀科研
团队的专业素养。
去年11月出版的《中国杂交水稻发展

简史》采用纪实科普形式，材料详实丰富，
论述有理有据，体现了袁隆平等水稻育种

专家以国家为重的爱国精神、一丝不苟的求
真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和坚韧执着的
奉献精神。该书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缩影、
献给“十三五”的珍贵贺礼，也是天津出版界
对袁隆平院士及其团队爱国求真创新追梦历
程的真实记录。

石崑说，拿到新书时，袁隆平欣慰地笑
了。“出版这样一本书，对天津出版人既是光
荣也是使命。袁院士曾多次表示，杂交水稻
技术不是个人的而是国家的，因此我们要记
录的不单单是袁隆平和团队都做过什么，更
要铭刻下国家在农业科技领域的非凡探索历
程。《中国杂交水稻发展简史》的问世，向全世
界讲述了解决人类粮食问题的中国贡献和中
国智慧。”

今年1月15日，第五届国际海水稻论坛在
三亚举行，袁隆平原计划出席论坛并参加《中
国杂交水稻发展简史》的首发式，未料刚到三
亚，他的身体就出了问题，只能通过视频祝贺
新书出版，这也成为该书编辑团队的一大遗
憾。石崑说：“没想到这本书竟成了袁隆平院
士的遗作。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梦想的
执着，都值得我们敬仰。”

新华社长沙5月22日电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渠道获
悉，5月22日13时许，“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
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因病医治无效，在湖南长沙去世，享年91岁。
袁隆平出生于1930年，从事杂交水稻研究50多个春秋。他

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
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科学家，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
近二十年，他带领团队开展超级杂交稻攻关，不断刷新产量纪录。

直到今年年初，袁隆平院士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
“禾下乘凉梦”是袁隆平一生的梦想，“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

界人民”是他的孜孜追求。近年来，杂交水稻在国内的年种植面积
超过2.4亿亩，每年在海外的种植面积达800万公顷。

■本报记者张璐

5月22日，“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湖
南长沙逝世。袁隆平生前，曾多次来到天
津,为小站稻研发指明方向, 为天津水稻
育种培养了一批优秀团队, 为天津小站稻
品牌振兴加油。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是袁隆平院

士曾分享给我们的成功秘诀。”国家粳稻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东丽博士表示：“我
们将谨记袁隆平院士这八字秘诀，让小站稻
更香甜，为打造天津小站稻全产业链出力献
策，为我国优质杂交粳稻发展作出贡献。”

袁隆平与天津小站稻渊源颇深。他儿
时曾成长在天津，对小站稻情有独钟。为
推动我国杂交粳稻和天津市小站稻产业发
展，在袁隆平院士的倡议和带领下，科技部
于2003年6月在天津批复组建了国家杂
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分中心。在
分中心基础上，2011年12月科技部批复
在津组建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袁
隆平院士出任中心技术委员会主任。

作为天津市政府首位特聘专家，袁隆平
院士长期关心小站稻的发展。2005年9月，
袁隆平院士在天津提道：“天津是缺水的城
市，应加大研究和开发节水型优质水稻，要利
用有限的水资源，来实现种植面积的扩大。”

在小站稻基地考察时，他提道：“来津
的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振兴天津小站稻，
要把更多的力量投放在天津，提高天津小
站稻产量和质量，让老百姓在吃饱的基础
上能吃得更好、更健康，让人们口中的稻米
吃得更香甜。”
“袁隆平院士不仅为天津小站稻研发

指明了方向，也用最朴实真挚的语言对以
中心为代表的天津水稻育种团队给予了极
大的鼓舞和信心。”袁隆平院士的话至今仍
然是东丽努力的方向。

在袁隆平的关心和指导下，他在津助手
邓华凤博士、中心主任华泽田博士带领国家
粳稻中心育种团队破解了杂交粳稻稻米品
质差以及制种产量不高等制约杂交粳稻发
展的系列难题，历经八载育成的杂交粳稻良
种——天隆优619被认定为天津首批小站
稻品种，也成为2018—2020年我国唯一连

续三届荣获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
金奖的粳稻品种，杂交小站稻品种的应用确
保了天津小站稻品牌的种源可控。
2018年10月，在天津小站稻推介会

上，袁隆平院士发来贺信：“希望天津将传
统稻作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加快天津
小站稻新品种的研发，把小站稻产业做大
做强，作出天津地方特色，为我国水稻产业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在2019年10月召开的天津小站稻振

兴峰会上，袁隆平亲笔题词“小站稻重振辉
煌”，为小站稻发展助力。2020年10月天
津小站稻品牌推介会上，他再次亲笔题词
“百年津沽小站稻、中国隆平稻花香”，对天
隆优619—金龙鱼百年津沽小站稻品牌给
予了支持和鼓励。
“袁隆平院士心系杂交粳稻发展，亲自

推动了全国杂交粳稻大协作，指明了我国
杂交粳稻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东丽告诉
记者。在他的倡议下，2006年，中心牵头
成立了中国杂交粳稻协作组，并在此基础
上组建了“中国杂交水稻产业联盟”，全国
杂交粳稻大协作局面快速形成。

袁隆平心系天津小站稻发展

天塔点亮塔身送别袁隆平

“杂交水稻技术不是个人的而是国家的”
——天津出版人讲述袁隆平出书幕后故事

本报讯（记者仇宇浩摄影吴迪）昨晚，天
塔湖风景区开启塔身点亮活动，通过“消除饥
饿，泽被苍生”“精神首富，国士无双”“禾下乘
凉，国之脊梁”“一介农夫，先生千古”四幅画面，
送别袁隆平院士。活动全程在天塔湖风景区
官方抖音号、视频号进行线上直播。
今天20：00—22：00，天塔将继续点亮

塔身，送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
士。愿世间如你们所愿，“医”食无忧。

昨日，湖南农业大学学生自发前往湖
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袁隆平院士送行。

（上接第1版）
据了解，河东区秉承“人人都是招商

主体、处处都是招商环境、事事都是招商
形象”服务理念，构建全员大招商格局。
今年以来，引进了上实集团投资工大3号
地项目、中交集团投资东宿舍地块项目，
两个项目总投资额超80亿元。一季度，河
东区新落地企业1033家，注册资金55.79
亿元，其中，来自京冀地区投资的企业89
家，注册资金8.28亿元。

挖掘文旅资源 提升消费品质
“听说棉三创意街区附近要设立海河

码头，我们特别高兴。”45岁的林林是棉三
创意街区棉里咖啡的创始人之一，他和其
他几个创始人的父辈都是棉三职工，当初
也是因为两代人对棉三难以割舍的情怀，
最后选择在棉三创意街区创业。近日，棉
三创意街区被认定为第四批国家工业遗
产，林林觉得更加有信心了。他说：“现在

人们消费总想去一些有文化有历史感的地
方，棉三创意街区也举办了许多艺术展、复
古市集等文创活动。游客的增加提升了店
里的人气，增加了收入，看着自己生活的地
方和父辈奋斗的历史被越来越多的游客所
知，我们感觉特别骄傲和自豪。”
“我们与北方（天津）文投公司合作，正

在推进海河码头项目建设，码头预计７月开
通。我们将通过码头联通，将海河沿线精品
文旅项目更多展示给游人，不断提供更时
尚、更丰富的文旅体验，让更多人了解河东
的历史文化，讲好河东文化故事。”河东区文
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姚善敬介绍说，
河东区历史悠久，特别是直沽历史文化资源
丰富，河东区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建设
“直沽文化繁荣区”的目标。

据了解，河东区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

馆、酒博印象博物馆、老门口夜市等旅游载体
已纳入市精品旅游路线，河东区还通过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效能、提升品牌文化影响力等
方式，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开
展特色活动，不断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

满足群众期盼 共享发展成果
“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我们老年人也

可以经常下楼遛弯儿了。”
“以后拎东西上楼就轻松多了，家里的

老人小孩也不用为上下楼发愁了。”日前，春
华街道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开工典礼仪
式在巨福新园小区举行，小区2号楼1门的
居民得知自家楼门加装电梯的消息，脸上露
出了幸福的笑容。
“加装电梯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建

立健全服务居民的长效机制，网格员会持续

做好跟踪回访、及时收集民情反馈，让民心
工程真正顺民意、得民心。”巨福新园社区网
格员宋秋晨说。

在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是推动老旧小区
改造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加装电梯工程
项目开工前，河东区各街道开展了大量宣传
教育和思想动员工作，将市区相关精神和政
策福利传达给居民，通过线上问需、入户问
询反复征求群众意见，共同研究商定改造方
案。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通过考察调研、学习
借鉴其他地区的成熟经验，结合施工小区结
构特点，制定了符合小区特色的设计加装方
案，确保建筑物本体及加装电梯技术可行、
运行安全、便民高效。
“金创河东”的发展成果最终要体现在

“津韵家园”上，河东区通过一系列的惠民举
措，提升民生福祉。小小口袋公园不仅是居
民休闲的场所，也成了传播正能量阵地；党
员干部下社区“双进双认”让党建成果与居
民幸福感获得感直接联通……

金创河东潜商机 津韵家园更宜居

（上接第1版）

共同唱响绿如蓝的新能源电池主旋律
“倒计时3—2—1……”话音刚落，掌声响起，天津市新能源

电池人才创新创业联盟正式成立。
联盟的成立，是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我国自主

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的重要举措。
“我国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重大战略目标，必须大

力开发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成立这个联盟，天津有着非常好
的基础和条件，未来也必将大有可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
大学副校长陈军说，天津将新能源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光
伏、风电、氢能、电池、电动汽车等领域布局了一批大中型企业，
已形成完整的上中下游产业链和较为完善的新能源产业集群，
成为全国新能源产业重要生产基地。同时，天津在新能源电池
领域聚集了众多高校和研究院所，研发实力雄厚。
“这个孟夏，小荷初露，让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唱响绿如蓝

的新能源电池主旋律。”陈军说，作为联盟共同发起单位，南开
大学将携手南开区和其他联盟一起，如同北斗系统，互联互通，
从基本原理、关键材料、核心技术、工程实践、市场应用等多层
次、多维度、多需求开展科技创新，创造更美好的智能社会。

此外，在联盟人才与项目集体签约仪式上，天津中海“海慧
谷”、复星医药天津生物产业基地、天津江恒高端精密仪器产业园、
中关村e谷航空产业智创中心、爱思达航天天津总部基地、米连网
络“伊对”运营管理中心、灿芯半导体、铁科舍弗勒、凌霄互联、星云
互联、大富配天等51个人才团队和高端项目落户天津，总投资额
122亿元，预计年产值超过200亿元，带动就业4.3万人。
创新之城、创业之地，天津发展、未来可期！

让天津成为实现梦想的创新之城创业之地

新华社上海5月22日电（记者 黎云）中国共产党优秀党
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原
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孟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5
月22日13时02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吴孟超院士逝世

如同一株水稻，完成了使命，最终回落
在泥土之中。
“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与世长辞，国人
泪目。
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

究、应用与推广，长期奋战在农业第一线。
他曾种下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

梦”，梦想试验田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
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另一
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保障国家和世界
的粮食安全。
在他的心里，国家利益重，科学事业重，

名利却最轻。他一生扎根在稻田之间，实现

了千百年来人民心中最朴素的愿望，攻克了曾
经绊倒半个地球的难题，让上亿人口摆脱饥饿。

如今，杂交水稻双季亩产已突破1500公
斤大关，中国人牢牢端稳中国碗，中国碗里装
满中国粮。

耄耋之年仍投身稻田之间，这位“90
后”，成为中国人心中真正的巨星。他曾说：
“我会鼓起勇气继续干下去，从‘90后’一直
搞到‘百零后’……”

也许因为这颗星璀璨夺目，所以人们总觉
得他永远不会陨落，甚至可以超越生死。

一缕米香，一阵稻浪，一亩禾田。有人
说，“他在人间播种子，在天上洒甘霖。”“你种
下的稻田梦，我们继续来实现。”“感谢您为祖
国作出的贡献。”……

致敬袁老！夜空中闪亮的星！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昨日，群众自发在长沙明阳山殡仪馆
外等候，送别袁隆平院士。

昨日，西南大学袁隆平雕塑前摆放着
师生们敬献的鲜花。 新华社发

热评 王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