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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风流人物

旗帜·榜样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卓嘎、央宗姐妹：
神圣国土的守护者

1991：批准设立天津港保税区

凝聚社区“红色能量”
——记河北区宁园街珍园里社区党委

祖国夜空中闪亮的星

王继才、王仕花夫妇：
守岛就是守国

玉麦曾被称为“中国人口最少乡”。1991年，玉麦第一次
进入人们视野。当时，只有卓嘎、央宗和她们的父亲桑杰曲巴
3个人生活在那里。父亲是退休的乡长，卓嘎是新任乡长，央
宗是唯一的乡民。

历史上，玉麦人口最多时有20多户、300多人。随着西
藏和平解放，实行民主改革，高原各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大
多数人不堪忍受玉麦的闭塞和生活的艰苦，陆续迁出，去更好
的地方生活。

玉麦有多苦？卓嘎、央宗说，下雪时封山半年。下雨更让
人发愁，看着满山都是绿树，青稞撒到土里却长不出来。

一家人只能以放牧为生。今年卓嘎60岁，央宗58岁，回
忆起过往，忍不住落下泪水：“我们的母亲和妹妹就因为在牧
场上生病，治疗不及时才去世的。”
“你们为什么不搬出玉麦，到更好的地方生活？”这样的问

题，姐妹俩被一次次问起，她们也曾动过这个念头。但是，父
亲桑杰曲巴的倔强和坚守，影响了姐妹俩。

姐妹俩也像父亲一样，把忠诚镌刻在心头：“玉麦是我们
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再苦再累也要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

正是在这平凡的岁月中，凝结出不平凡的精神。边境上
卓嘎、央宗姐妹放牧的身影，告诉世界这里不是“无人之境”，
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姐妹俩的坚守，也换来玉麦的“蝶变”。1995年，玉麦告
别“三人乡”的历史，1999年玉麦人口突破20人，2009年突破
30人。进入新时代，玉麦乡接入国家电网，告别缺电历史；道
路变得更宽了；无线网络覆盖全乡；在卓嘎、央宗姐妹爱国守
边事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群众搬进了玉麦。

卓嘎、央宗姐妹守护着这片神圣国土，谱写了爱国守边的
时代赞歌。姐妹俩先后荣获“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全国
三八红旗手”、第七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姐妹俩看着玉麦一年比一年好，感到无比欣慰。更令人
骄傲的是自己的儿女也成为新的守边人。卓嘎的女儿巴桑卓
嘎，央宗的儿子索朗顿珠大学毕业后，陆续回到玉麦。索朗顿
珠说：“作为有知识的年轻人，更应义不容辞地投身家乡建设，
继承前辈的精神，做新一代神圣国土守护者。”

据新华社拉萨6月21日电

王继才生前是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
1986年7月14日，有军人情结的王继才，瞒着王仕花，接下
了到开山岛值守的“苦差事”。一到夜晚，狂风袭岛，劈头盖
脸。在他上岛前，来过4批10多个民兵守岛，最长的只待了
13天。

8月30日，王仕花登上开山岛，搜寻她“失踪”的丈夫，结
果只找着一个胡子拉碴、满身臭气的“野人”。“别人都不守，我
们也不守！”王仕花对丈夫说。

开山岛离陆地有12海里，是祖国的海上东大门。小岛只
有两个足球场大，战时是兵家必争的黄海前哨、战略要冲，必
须得有人值守。“要走你走，我决定留下！”王继才把妻子送上
了船。

不到一个月，王仕花辞掉教师工作，把女儿托付给婆婆，
带着包裹，又上岛了。从此，他守着岛，她守着他，直到王继才
生命的最后一息。32年，一口水窖、三只小狗、四座航标灯、
数十棵被吹歪的苦楝树、200多面升过的旧国旗，构成他们的
守岛岁月。

王继才夫妻俩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岛上升起五星红
旗。没有人让他们升旗，王继才却认定，在这座岛上国旗比什
么都重要：“升起国旗，就是要告诉全世界，这里是中国的土
地，谁也别想欺负咱！”

没有人命令夫妻二人要一直守下去，但他们一次也没有
提出过要离开。那30多年里，曾有过许多诱惑和机遇。走私
犯要与王继才平分利润，蛇头对他威逼利诱、拳打脚踢，他没
有动摇；岸上经济发展如火如荼，改革开放让周边的人们都富
起来了，他们没有离开……

一年又一年，守岛，从“有期限的任务”变成了“终生的使命”。
2018年7月27日，积劳成疾的老民兵王继才，倒在了开

山岛的台阶上。王继才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19年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王继才、王仕花
夫妇荣获“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等
称号。

在他倒下的地方，妻子王仕花和新来的民兵们仍在坚守。
据新华社南京6月21日电

卓嘎（左）、央宗姐妹俩在一起（2017年10月29日摄）。新华社发

王继才（1960—2018）、王仕花夫妇（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陈璠

保税区是我国继建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
放区域之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产物。1989年5月22
日，全国第一个商业性保税仓库有限公司（CBW）在天津投入
运营，揭开了创建中国保税区的序幕。
“1989年3月，天津港务局与荷兰渣华集团合资成立中

国第一家商业性保税仓库——CBW。这一开创性的举措，为
后续进一步扩大开放、设立保税区播下了种子。”曾参与保税
仓筹建的天津港保税区工作者杨明正回忆，“当时港务局乘着
改革开放的好势头，考虑功能要多元化，成立保税库主要是为
了补充仓库的功能，进去的货物先不用上关税，什么时候提
走，该交关税再交，这样保税区的雏形就出来了。”

没有想到的是，CBW成立第一年的收入就超过了中方
总投资，并且带动国内交通、金融、海关、保险的收入超过
3000万元，对周边经济带动作用非常明显。

1991年元旦钟声刚刚敲过，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带领国
务院14个部门负责人视察了天津建设的国内第一家商业性
保税仓库，给予了相当满意的评价，对天津在对外开放中研究
的新课题、探索的新经验给予充分肯定。

在得天独厚的港口地区划出一块区域，实行自由贸易区
政策，把国际市场拉到自家门口，这一历史性举措，使天津改
革开放再上一个新台阶。1991年3月27日，保税区地形图测

绘完毕。同年5月12日，国务院“国函〔1991〕26号”文件正
式批准成立天津港保税区。

天津港保税区的设立是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我国坚
持改革开放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天津市把省部级权力下放
给天津港保税区，这一重要政策变化，奠定了保税区创新发展
的基础。

1991年10月1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会场里红色横幅
写着醒目大字“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面对300多名
中外记者和外国驻华使馆商务官员，时任天津市市长聂璧初
向海内外郑重地宣布：“天津港保税区的各项筹备已经基本就
绪，从即日起正式开始招商。”这场发布会，在国内外引发强
烈反响，考察、洽谈项目的中外客商络绎不绝。

两个月后，聂璧初亲自执铲，为首批进入保税区的中外
企业中国物资国际招商总公司等举行开工典礼奠基。美国、
日本、朝鲜等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客商争相租地投资，大项目
也越来越多。

成立初期，保税区很多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保税区工
作者李岩回忆：“当时国内实行的是专营制，而保税区进行了很多
新的探索。比如，在海关能直接报关，利用保税区政策，可以面向
世界做进出口业务，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进出口的发展。”

经过不到一年时间建设开发，天津港保税区这个当时国
内海关监管范围整体开发面积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运转起
来。1992年4月24日，天津港保税区通过海关总署验收，成

为全国最早运作的保税区。
一系列创新探索在天津港保税区落地。保税区企业负责

人刘志毅清楚记得，当时保税区已经提出了“一站式”服务理
念。“比如我们想要盖房子，有了图纸，要申请建造。工作人员
会主动将图纸分发给各个相关部门，内部把流程都办完，不用
企业跑。”在其他地方要是开办企业，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时
间，在保税区里办手续，从立项到办理施工许可证，用不了一
个月时间就能取得全部手续。

就这样，天津港保税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这里
每天日新月异，多种数字刚刚统计，转眼又要更新，1.2平方公里
刚刚着手建设，人们又将新的目光盯住7.1平方公里的筹建。

如今，经过30年快速发展，天津港保税区已经形成了“三
区两港”空间布局，即管理空港、临港、海港三个片区，坐拥天
津港和滨海国际机场海空两港口岸资源，规划管理面积达到
202.4平方公里。2020年5月1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天津保
税物流园区转型升级为天津港综合保税区。至此，天津港保
税区成为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化、开放层次
最高的特殊区域。

红色津沽

1991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天津港保税区。10
月1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天津港保税区成
立新闻发布会。

“红房子”——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和保税区海关筹备组
最初办公地点。当时艰苦的条件下，红房子代表了保税区人
白手起家、拼搏创业的精神。

1989年5月22日，全国第一个商业性保税仓库有限公
司（CBW）在天津投入运营，揭开了创建中国保税区的序幕。

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大楼三层，一直保留着首任副所长
郭永怀的办公室。
“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里，保留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

的纪念印章、计算尺、怀表，以及牺牲时留下的仅有的两件
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郭永怀104周年诞辰那天，郭永怀夫人、语言学家李佩
将陪伴自己几十年的物品全部捐给力学所，包括郭永怀牺
牲时留下的眼镜片和手表。

郭永怀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获得烈士称号
的科学家。

1968年12月5日，在青海基地进行热核导弹试验的郭
永怀搭乘飞机奔赴北京汇报工作，在着陆时飞机失事，不幸
牺牲。

在飞机即将坠毁时，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把装有试
验数据的公文包紧紧抱在胸前，用生命守护祖国的最高机
密和宝贵数据。

三周后，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那一天，也是
中央追授他为烈士之日。

郭永怀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成一个农民家庭，1938
年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相同的最高分数同时通过留学
招生考试。

1940年，郭永怀一行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
学习。次年，郭永怀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钱学森一起
师从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

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后来回忆，学习之余，钱学森经常开
着车，拉着郭永怀兜风。1945年郭永怀博士毕业，去康奈
尔大学任教，又是钱学森开着车将他送达目的地。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在召唤。早一步归国的钱学森，在
万象更新、百废待兴的祖国数次写信给这个同门师弟：“快
来快来，我们拼命地欢迎你！”

1956年9月底，郭永怀携全家动身归国，立即全副身
心投入新中国建设。他长期主持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工
作，与钱伟长一起创办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

1958 年，郭永怀参与创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
立。作为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他在中科院力学所，
在中科大，在九所，言传身教，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尖端
科技人才。

20世纪50年代末，一批中国科学家突然“神秘消失”，
时隔多年，人们才知道他们隐姓埋名投身于我国核武器研
制。郭永怀就是其中一位。

1960年，郭永怀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
副所长，负责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两弹”研制所在的青海基
地，海拔3000多米，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
其恶劣。50多岁的郭永怀经常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喝碱
水、住帐篷、睡铁床。

郭永怀还同时参与领导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的研制。由于长期从事绝密工作，和家人聚
少离多，郭永怀年幼的女儿过生日时向他要礼物，他只好满
怀歉意地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以后天上会多一颗星星，那就
是爸爸送你的礼物。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将编号为212796
号的小行星命名为“郭永怀星”。

新华社记者王立彬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本报记者宋德松

“大伙儿看看还需要再加点东西或改改哪儿？要不怎么
说人多力量大呢，这期板报真是太棒了……”在宁园街珍园里
社区新修建的“六新广场”宣传栏一侧，王洪起大爷正跟队员
们热烈讨论着。
“姗姗来得正好，快看看咱这期板报怎么样，提点儿建议，

我们好改进，然后就准备最终定稿啦。”看到社区党委书记刘
姗姗经过，王洪起大爷赶紧把她叫住。
“其实社区党建最重要的就是要致力于打造‘家门口的党

味儿’，我们社区的党员可都是有满满的‘红色能量’呢!”刘姗
姗介绍说，王洪起大爷带领自己的小队伍配合社区宣传，制定
主题，一年出了20多期内容丰富的板报。合唱团团长李淑英
阿姨自编自导自演形式新颖的“音乐党课”，分享“四史”学习
心得，不遗余力做好社区的宣传员、扬声器。在这些老党员的
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社区党员加入进来。

珍园里社区是个老旧社区，但环境整洁、和谐温馨。去
年，社区对原有功能区域进行规范优化，不仅打造了集党建
活动、学习培训、文化娱乐、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阵地，还修建了“六新广场”，并重新打造“两代表一委员工
作室”，将纪检、人大、政协工作融入社区管理之中。“廉政文
化长廊”、纪检工作站将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和监督触角延伸
到群众身边。
“家门口的党味儿”体现在问需于民，社区针对老年人、青

少年等不同群体分类解决实际困难。假期社区开设“暑期夏
令营”，“暑期自习室”“亲子红色影院”“亲子绘画”等活动，解
决孩子假期无处可去的难题。每周五提供便民理发，受益老
人200余人次；讲授养生保健知识3次，免费查体、义诊3场，
受益老人60余人次。去年6月社区还为10位孤寡、残疾老
人安装了5G智能呼叫系统，实现与网格员双向互联，提高智
慧养老水平，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米”。

如今，珍园里社区党委正摸索实践“望闻问解”四步工作
法，即：一望悉民情，在“早看窗帘晚看灯”中动态掌握居民情
况；二闻知民意，依托“来家坐坐，向您汇报”活动了解居民所
需所盼；三问晓民忧，搭建收集民意平台知晓民计民策；四解
遂民愿，用解难题的果敢坚毅赢得民心民意。
“社区党委将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轴心作用，以社区党建为龙头，以社区服务为抓手，以社区共建
为纽带，履行党委职责，紧密联系群众，持续收集群众意见，解
决群众问题，真心服务于民。”刘姗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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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注
224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23 2418 060421 28+11

第2021070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1002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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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注
98注
458注
3554注
7594注
44198注

0元
23867元
2922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4078078元

日前，我市红桥区
各界群众在西沽公园共
同开展“红色经典歌曲
联唱，献礼建党百年”快
闪活动，用一曲曲赞歌
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本报记者赵建伟摄

红歌快闪
迎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