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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春沣 周志强）在即将迎来建
党一百周年之际，11日上午，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
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事迹报告
会在津举行。报告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在天津礼堂设主会场，16个区设分会场，3400名
党员干部和高校师生代表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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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协主席盛茂林等市领导同志会见报告团成
员，在主会场聆听报告。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
长陈浙闽主持报告会。

报告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
“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事迹作出的重要指
示精神，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学习弘扬“六老
汉”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
神，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初心使命，坚持绿
色发展理念，持续推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

报告会首先播放的专题片《困难面前不低头
敢把沙漠变绿洲》，把大家的思绪带回到上世纪七
十年代古浪县最大的风沙口、腾格里沙漠南缘的
八步沙。植被稀少，狂沙肆虐，农田村庄一步步被
吞噬。1981年，为扭转沙进人退的局面，土门镇
农民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海、张润元
等“六老汉”以联户承包方式组建了八步沙林场，
治沙造林，誓复家园。40年来，他们发扬愚公移
山精神，父死子继，第二代、第三代相继加入，先后
在八步沙、黑岗沙以及北部沙区完成治沙造林
25.2万亩，管护封沙育林草面积43万亩，为构筑
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作出重要贡献。

随后，4位报告团成员结合亲身经历，深情讲
述了“六老汉”三代人迎难而上，投身生态文明建

设的伟大壮举。
八步沙林场场长郭万刚今年69岁，是第一代

治沙人郭朝明的儿子，又是第二代治沙人中的“老
大哥”。他在报告中回顾了40年来三代治沙人义
无反顾扎根沙漠，在严峻自然环境面前绝不低头，
克服各种困难，挖壕沟、住地窝，有的顶着饥寒，有
的忍着病痛，面对生死考验，矢志不渝、艰苦治沙，
一步一步把飞沙走石的不毛之地变成生机盎然的
绿色海洋。
第二代治沙人贺中强在报告中讲述了“六老汉”

之一、父亲贺发林带病坚持治沙、昏倒在沙窝里、病
床上惦念着一草一木等感人故事，回顾了父亲去世
后，子承父志、奉献治沙事业的亲身经历，展现了第
二代林场人不畏艰难、埋头苦干，用实际行动兑现父
辈“就是拼了命，也要把沙治住”的铮铮誓言。

第三代治沙人代表郭玺，分享了新时代林场
人牢记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定信念、传承精神、大胆探索的心路历程，介绍
了八步沙加快增收致富步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努力推动绿洲变金山的新发展思路。

多次走进八步沙宣传报道的甘肃省武威市广
播电视台记者袁洁，在报告中以采访的点滴记录
生动呈现了八步沙的绿色在耕耘中延伸、八步沙

的精神在弘扬中传承，以记者的亲眼见证和切身感
触讲述了写在大漠上的壮美诗篇。
整场报告会话语朴实、情感真挚，“六老汉”三代

人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豪情与信念，深深
感染着每一位听众，大家无不为之动容。在全场经
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少先队员向报告团成员献花
致敬。

在与报告团成员交流时，李鸿忠向他们表达崇
高敬意。他说，“六老汉”三代人不畏艰难接续奋斗，
持之以恒推进治沙造林事业，用愚公移山精神书写
了从“沙逼人退”到“人进沙退”的绿色篇章，生动事
迹感人肺腑、催人奋进，奋斗精神值得认真学习。全
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笃定绿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不动摇，把学习“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
先进群体事迹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一课，发挥
“时代楷模”的示范引领作用，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激励担当奋斗，百折不挠，努力夺取新征
程上的新胜利。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大生态环
境保护治理力度，大力推进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生态
湿地修复保护、海岸线生态综合治理，扎实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以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行动和
成效庆祝建党100周年。

■ 本报记者 廖晨霞

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抗疫精
神……端午假期，在海河游船码头、古文化街附近的亲水平台
上，一块块宣示着红色革命精神、还原历史脉络的展牌吸引了
过往游客。“穿行在这些展牌间，尤其是红军长征和抗美援朝
当年场景的再现，我仿佛穿越时空到了那个战火纷飞、艰苦卓
绝却昂扬奋进的年代。”来自北京的游客李先生说，“一边游览
一边学党史，天津真有‘精气神儿’！”
“群众在哪里，我们的宣传和引导就在哪里。”在党史学习

教育中，南开区委精心制作了12块诠释红色精神的展牌，与海
河亲水平台景观完美融合，展牌记录建党百年的精神谱系，展示
天津的城市形象，沉浸式场景再现，成为端午假期游客和市民的
热门打卡地。
“我想去看看李大钊战斗过的北洋法政学堂，还有觉悟社、

周邓纪念馆。”假日里，来自石家庄的“90后”肖荫在网上预约了
海河游船的红色记忆展，看海河两岸年代感十足的建筑群，听讲
解员讲天津味道的红色故事，从天津第一位中共党员张太雷，到
周恩来邓颖超发起觉悟社、刘少奇与中共中央北方局，那些难忘
的历史时刻引发了肖荫浓厚的兴趣，“都说‘近代历史看天津’，
在端午假期里来看这个展览，非常有意义。”她告诉记者，游船穿
过金汤桥的时候特别激动，想象当年平津战役的硝烟，真心觉得
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革命先烈们用热血和牺牲换来的，我们要
倍加珍惜。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米哲）14日上午，市长廖国勋
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51次常务会议暨市安委会扩
大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李克强
总理批示以及公安部有关会议精神，通报湖北十
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集贸市场燃气爆炸事故有关
情况，落实市委部署要求，专题研究部署当前全市
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要深入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把安全摆在首位，牢牢守住安全生产
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

会议强调，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
牢在脑海中、体现在行动上，践行初心使命，强化
责任担当，做人民安全的守护者、捍卫者。要统
筹发展和安全，充分认识发展是提升人民群众物

质生活、文化生活、平安祥和生活水平的基础，安
全又是平稳发展的前提，始终守牢安全发展的底
线，积极稳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坚持系统思
维、源头治理，发挥智能科技作用，完善齐抓共管
机制，聚焦危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商超宾
馆、集贸市场、旅游景点等重点领域和部位迅速
开展隐患大排查，确保整改到位。要严肃追责问
责，对隐患不重视、防范不到位、处置不及时等情
况绝不手软，以强有力问责倒逼安全生产责任制
落实。

会议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躬身入局、亲力亲
为、以上率下，树立“解决难题能显英雄本色、防微
杜渐更显英雄本色”的观念，做到防患于未然、化
解于萌芽。要以“一竿子插到底”的劲头狠抓落
实、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属地
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管理格局。

“不畏艰难、拼搏奋斗的精神，
种下了一棵棵绿色的希望”“只要心
中充满绿色，日子就一定会好起
来”……近日在我市举行的甘肃省古浪县八
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
事迹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的“绿色感言”掷
地有声、感人肺腑。
生态是我们的宝贵资源和财富。保护好

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既是生态命题，也是
发展课题。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既意味
着自然环境的优美，也意味着生产生活方式
的低碳、节能、环保，催生高品质供给，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斑斓画卷中，绿色注定是夺目的颜
色。坚持生态优先、咬定绿色发展不动摇，才
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咬定绿色发展不动摇，重在持续用力、
久久为功。加快推进“871”重大生态建设工
程、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分类整治“散乱污”
企业……以“绿色”激发经济发展潜力和后
劲，靠的是愚公移山的恒心、壮士断腕的勇

气，以大气度、大格局坚持绿色低碳
发展，一门心思干到底、一张蓝图绘
到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就会越走越宽广。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数千里之

外的甘肃，曾经“一夜大风沙骑墙，早上起来
驴上房”的八步沙，林下经济已让当地农户发
家致富；渤海之滨，津城空气优良天数递增、
水环境质量取得历史性好转，双城间绿色生
态屏障正在将绿色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实践充分证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以双城间绿色生态屏障为重点调整生态
功能布局，建设世界级“生态屏障、津沽绿
谷”；持续推动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建设，打造
绿色供应链……我市“十四五”规划纲要以绿
色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用绿色打造
天津的亮丽名片，“坚持生态优先”正在持续
激发高质量发展之进。

用心答好生态考卷，像保护眼睛一样保
护生态环境，咬定绿色发展不动摇，就一定能
赢得永续发展的未来。

■ 新华社记者 高敬 潘旭 徐海涛 李琳海

6月，金银滩草原的夏天来了。绿草茵茵、白云低垂，让
人仿佛淡忘了这里曾经轰鸣的炮声。

金银滩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是我国第一个核武
器研制基地——国营二二一厂旧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
一颗氢弹均诞生于此，这里被称为中国原子城。

如今，这里已安全退役，成为旅游景区。曾在这里奋斗过
的核工业人被安置到全国27个省份的532个县市。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二二一厂离退休职工，多次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解决离退休人员生活上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

已是耄耋之年，这些老同志带着自己的“二二一故事”，带
着烙印在身上的“两弹一星”精神，依然在祖国各地发光发热。

以身许国，在那遥远的地方

6月2日，西宁市德令哈路的中核集团二二一小区内歌声
嘹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歌
声来自二二一厂退休职工和家属。

85岁的杨翠英老人特意打扮了自己，“经历了苦日子，今天
的日子比蜜还甜。”她说，感谢党中央没有忘记我们。

老人们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下，这两年待遇好了，
看病就医更省心，中核集团等还组织对职工住房进行修缮，美
化了社区环境，生活舒心多了。

1958年，面对西方核讹诈的威胁，党中央决定在青海金
银滩建立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对外称“青海省第五建
筑工程公司”“青海矿区”。

金银滩地处高原，高寒缺氧，一年里有八九个月要穿棉
袄。西部歌王王洛宾在这里写下了经典歌曲《在那遥远的
地方》。

1961年，杨翠英带着当时只有4个月大的女儿，从河南
老家追随丈夫到了二二一厂工作。
“那时吃的多是青稞面和黑豆面，面黏性太大，刚开始咽

不下去，需要拿热水送。粮油限量供应，我们只能自己种一些
土豆充饥。”杨翠英回忆说。

今年80岁的董殿举住在安徽合肥团安新村。话起当年，
老人的眼神一下子亮了起来——

1959年，只有18岁的他进厂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
“当时条件艰苦，我们只能临时住进牧民搬走后留下的牛

棚、羊圈里，有时就在山上挖个洞睡觉，晚上还能听见狼叫。
冬天睡觉时戴着棉帽，第二天被子、帽子上都是冰霜。”

今年86岁的刘兆民曾在二分厂研制炸药。“当年我们也
不知道自己要从事什么工作，拿着车票，提着木箱就来了，和
我一起来的同一届校友当时就有20个。”他说。
刘兆民后来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一份“特殊”的事业。研

制雷管、研究炸药冲击波，曾是他的主要工作。
当年，很多科学家工作到深夜，一个共同的信念在心中燃

烧——再穷，也要造出“争气弹”。
李富学1959年到厂，主要从事“微秒级电雷管”的研制任务。
“以前国内都是秒级的，原子弹需要微秒级的电雷管，没

有先例也没有样品，一切都是自主研发。”老人声音依旧洪亮。
为了造出合格的电雷管，研究人员从试制到定型，两年多

时间里做了5万多次试验。
1962年，新型微秒级电雷管诞生了，试爆成功的原子弹、

氢弹，都使用上了这种电雷管！如今说起来，88岁的老人家
仍充满骄傲。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万红）6月11日，记者从天津港集团了
解到，天津港集团将党史学习教育转化为办实事开新局
的强大动力，全面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世界一流
智慧绿色枢纽港口建设，以服务提升带动市场开发，深度
服务“大循环”“双循环”提速增效，5月首次实现了集装
箱吞吐量突破 200万标准箱的月度历史新纪录，同比增
长超20%。
今年以来，天津港集团不断强化“四千行动”升级版，持续

优化服务质量，提升市场服务能力，举办神木地区兰炭客户推
介会，进一步提高“四千品牌”知名度；同时，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针对性提升服务措施，切实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完成近
年来首票新疆烧碱海铁联运出口业务；还打造了更为完善的
港口集装箱物流体系，与全国沿海港口企业强化对接服务，助
力集装箱吞吐量实现稳步增长。

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
治沙造林先进群体事迹报告会在津举行

大力弘扬时代楷模精神 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李鸿忠廖国勋段春华盛茂林会见报告团成员

不朽的功勋 闪光的精神
——访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二二一厂离退休职工

津门凭阑

以“生态优先”激发高质量发展之进

市政府召开第151次常务会议
廖国勋主持

天津港集团5月集装箱吞吐量

突破200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超20% 创月度新纪录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管理规定》已于2021
年5月14日经市人民政府第147次常务会议
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市长 廖国勋
2021年5月28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令
第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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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 摄影 孙震 赵建
伟）为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中华民族同舟共
济、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进一步
深化和促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2021年“体彩杯”天津市“我要上全运”首届社
区运动会暨第八届市民运动会龙舟比赛，昨
天在天津的“母亲河”——海河鸣笛启动。赛
事以“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为主题，共有34支
队伍、450名选手参赛，其中我市大学生队19
支，社会团体队3支，驻津外企队12支。经过
激烈角逐，天津体育学院青龙龙舟男队、天津
市公安局特警总队女子龙舟队分获男、女200
米冠军，混合200米冠军为天津市公安局特
警总队；男、女500米，混合500米三项冠军被
天津市公安局特警总队包揽。

数万名市民在周边观赛，加油助威，现场
气氛热烈，节日氛围浓厚。在端午佳节之际，
选手们赛龙舟、吃粽子，感受传统文化，凸显
了天津城市的文化底蕴，提升了城市“精气
神”，惠及大众、造福百姓，市民在欣赏龙舟赛
事的同时感受着城市温度。
天津龙舟因水利而生，因旅游而兴，因体

育而盛。为纪念引滦入津，我市1988年举办
了首届海河龙舟赛，延续至今已33年。美丽
的海河梦、浓烈的龙舟情造就了“名城、名河、
名赛”的品牌效应。本届龙舟赛事将成为天
津龙舟运动发展新的里程碑，进一步推进体
育强市和“运动之都”建设，激发全市人民踏
浪争先、勇立潮头的工作热情，奋力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

千帆竞发 百舸争流
“我要上全运”龙舟比赛拉开战幕

传承红色精神 厚植爱党情怀
——端午假期红色主题展成热门打卡地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静海篇

按下创新驱动“快进键”
激活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静海区谋新篇建新功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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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模精神润心田 接续奋斗志不移
——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

治沙造林先进群体事迹在津引发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