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 2021年10月19日 星期二 责编：刘一博

■本报记者 宋德松

“双手叉腰，运动前屈，坚持10个呼吸，阿姨们太棒
了！”最近，一群老年人在和平区新兴北里社区居委会跳
起了“普拉提”。天津体育学院博士生马晓卫是这个课程
项目的指导教师，他说：“老人们跳的这套‘普拉提’是天
津体育学院专门针对老年人身体特征设计的，通过简单
的动作练习，可以达到舒缓全身肌肉及提高人体躯干控
制能力的效果，这也是民政部门‘不倒翁’项目中的一
项。因为动作简单易学，又能切实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老人们都挺喜欢的。”
“不倒翁”，顾名思义就是防跌倒。和平区老旧小区

多，老龄化程度高，老年人因摔倒致病、致伤的概率也较
高。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中，和平区民政局
着力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与天津体育学院联手，创
新“不倒翁，老年人防摔倒与健康指导”项目，政府、社会组
织和企业共同发力，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据介绍，“不倒翁”项目不仅有适合低龄老人练习的

“普拉提”课程，还有预防高龄老人摔倒的养生健身功课
程。团队里88岁高龄的杨奶奶每次养生功课程都没有落
下，坚持参加活动，提高防摔倒的能力和意识，如今杨奶奶
的精气神比原来更好了。

据介绍，“不倒翁”项目首先针对老年人的血压、
心率、上肢力量、下肢力量、平衡能力、柔韧性（上、下
肢体）、有氧能力、身体形态进行科学监测，通过专业
体能测试，再结合其健康情况、日常生活、心理卫生、
体力活动现状情况，专家们根据测试结果为每位老人
开具运动干预处方，从而有效降低这些老年人的跌倒
风险。

在和平区，保障老年人出行安全，不仅有公益项目，还有
前沿科技。南市街裕德里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一款适老化产
品就很受老年人欢迎。“跌倒防损伤短裤”是该日间照料中心
自己研制的一款适老化产品。

和平区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王颖介绍说，“适老化
改造”今年被列为和平区20项民心工程之一，通过社会组
织专业服务，稳步推进适老化改造进小区、进楼门、进家
庭，在每个街道试点打造一个适老化小区，在老旧小区楼
栋内安装 1000 个扶手，为符合条件的家庭进行适老化改
造，全方位改善老年人居家生活环境，让“白发翁”不摔
倒、更健康。

保障老年人出行安全“不倒翁”项目受追捧

新兴北里的阿姨们跳起“普拉提”

我为群众办实事

近日，我市中小学陆续开展节粮爱粮宣

传教育。红桥区实验小学师生日前来到津南

区小站镇稻米种植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在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同学们观看展览，走进稻

田区，参与稻米主题互动游戏，近距离了解稻

作文化，学习稻米历史和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本报记者 张雯婧

今年国庆假期，天津市第五中学新疆学生处主任张士
举依然在校园中度过。2012年，27岁的张士举成为学校新
疆班的“主官”。此后的每个节假日，他都在校园中度过。
因为从那时起，他的身份不仅仅是老师，还是新疆学生的
“大家长”。

张士举是山东人，豪爽的山东男儿也有细腻如发的气质。
学生小慧的父亲意外去世，他默默资助生活困难的小慧顺利完
成了学业；腿受重伤的古丽努尔被他背进了高考的考场，不留遗
憾地考取了心仪的高校……当有人问到张士举：图啥啊？面对
这样的疑问，他却有着自己的幸福答案。

在他的手机里一直存着学生小慧发来的短信：“谢谢您，我
敬爱的老师，是您让我有了追求梦想的权利，将来我也会像您一
样把无私的爱奉献给他人。”

除了这条信息，在张士举的手机里，还有一张雪后拍摄
的照片——那是一个雪后的清晨，当他值完夜班走出学生
宿舍楼时，蓦然发现自己的车上多了几个字“张老师，您辛
苦了！”旁边还有两颗萌萌的爱心。看到这一幕，深受感动
的他用手机拍摄下了这个画面，珍藏了起来。“学生们把我
当成家人，即使毕业后，只要有时间、有机会，他们都会回来
看看我。每当他们在学业上、工作中取得成绩时，也都会打
来电话，第一时间与我分享。有人问我图啥，我觉得有了这
些，足矣！人都有多重身份，作为父亲、丈夫、儿子我都算不
上称职，但是作为新疆班教师，我就要尽最大努力守护好孩
子们。”张士举说。

从初出茅庐，到成熟干练，张士举将最美好的青春年
华奉献在新疆班的“责任田”里，用十年如一日的日夜耕
耘，让 1000 多名新疆班的优秀毕业生怀揣报效祖国、奉献
家乡的梦想走进理想的高等学府，走上建设国家和家乡的
工作岗位。

用爱浇筑民族团结进步花

——记天津市第五中学新疆学生处
主任张士举

旗帜·榜样

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的关键“章节”。
86年前，在位于遵义市子尹路的柏辉章公馆里召开的会议，

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坚持真理指航向

“遵义会议会址”——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旧址唯一的
一幅题字。在这里，毛泽东迎来人生的大转折，中国革命
的命运也迎来大转折。

1934年，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中国工农红军从8万多
人锐减至3万多人，缺粮少弹、疲惫不堪。

没有人知道奇迹会不会发生，但奇迹在贵州的大山深
处发生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举行。持续3天的
会议，几乎每天都开到深夜。一次次激烈的争论、批评与
自我批评中，诸多问题得以解决——

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和宗派主义组织错误；取消了
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正
确的军事路线。

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中迎来转机。“坚持
真理、修正错误”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脉之中。

百年征程中，每到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
总能直面错误，力挽狂澜。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遵义会
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
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
略。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践检验真理，历史映照未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进程中，在遵义会议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探
索真理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

信念坚定闯新路

从湘江血战到四渡赤水，勾勒出一支队伍意志坚定、
涅槃重生的曲线。

一次次失去，又一次次寻找。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考验
这支队伍的不仅是生死，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守。

一组数据令人惊叹：
长征出发时，红军指战员每3人才有一支步枪，每支枪

不到50发子弹；湘江之战后，部队弹药所剩无几。到达遵
义地区后，每支枪平均只剩3发子弹。

而此时，国民党军40万重兵正急速向红军包围而来。
红军用这“每支枪3发子弹”的装备，几乎是赤手空拳，与配
备飞机、大炮的敌人展开搏斗。

若要问，他们一往无前的勇气来自哪里？答案是：信
念。生死关头，信念不移，浩然的精神力量震撼人心。

1935年1月至3月，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天寒地冻，
红军战士们穿着褴褛的军装，在川滇黔的山林、江河之间
高强度日夜急行军，硬是用一双脚底板把围剿的国民党军
远远甩在身后。

时东时西，时进时退。红军作战方向变更达10次之
多，战士们越战越猛。一路迂回，最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
既定战略方针。

距离遵义会议会址100公里的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
族乡团结村，共产党员黄大发带领群众，历时30余年，靠着
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硬生生在绝壁上凿出一条“生命
渠”，结束了当地长期缺水的历史。

黄大发常说一句话：“共产党员怕牺牲能行吗？那些
先烈拿身体去堵枪眼都要干，我们做事就要有这种精神。”

2020年，贵州省66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以百

折不挠的坚毅撕掉“绝对贫困”的千年标签。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华大地上已经全

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创造减贫奇迹。

独立自主踏实地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一份报告详细记录了红军长征和
遵义会议情况是如何汇报给当时的共产国际的。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起初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
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而遵义会议是第一次没有受到共产
国际干预的重要会议。毛泽东曾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
遵义会议开始的。”

以遵义会议为起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国
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出了一系列
重大决定，维护大局，将民族的命运握在自己手中。

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在毛泽东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军事思想指引
下，一连串堪称神来之笔的行动强有力地证明，只有依靠自己
的力量，采取适合自己的作战方法，才能赢得战场的主动权。

瓦窑堡的窑洞中、洛川的会议室里、凤凰山麓的煤油灯旁……红军
北上途中的历次决议鲜明地印证，中国共产党不断地走向成熟。

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警示共产党人：只有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
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经过风雨洗礼，中国共产党用独立自主这把钥匙不断走
进历史舞台的中心，带领中国人民跨过革命征途的激流险滩，
写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篇章。
“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

光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独立自主 敢闯新路
——遵义会议精神述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参观者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听取介绍 新华社发

参观者从娄山关刻有《忆秦娥·娄山关》的石壁前经过

遵义会议纪念馆全景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277期3D开奖公告

453
天津投注总额：81257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320注
1069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05 2710 060116 12+11

第2021119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890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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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注
171注
678注
5587注
10967注
61633注

0元
8485元
1488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4297056元

（上接第1版）

企业集聚发展形成全产业链

2018年6月，吕璐璐在天津创立了合源生物，致力于免疫细
胞治疗等创新型药物研发和商业化。今年7月“刚刚满三岁”的
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宣布完成超4亿元C轮融资，而
就在短短半年之前合源生物才刚刚获得了4.5亿元的B轮融资，
在生物医药领域跑出了“合源速度”。
“合源生物自主研发的CAR-T产品CNCT19细胞注射液

已获国家药监局‘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天津市药品监督管理
局向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颁发了天津首张细胞药物生
产基地《药品生产许可证》，这也是北方地区的第一张许可证。”
合源生物首席执行官吕璐璐博士说，这意味着经过产学研用临
床转化落地，我市免疫细胞治疗创新型药物生产基地实现“从0
到1”的突破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目前合源生物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60%以上，拥有强大
的自主研发实力，有10余种管线产品正在研发中。

如今，高新区“细胞谷”涵盖了细胞提取制备、细胞存储、质
控检验、研发生产、应用转化、冷链物流等六个方面，多项自主创
新成果进入临床试验及产业化阶段，一个具有创新活力的细胞
全产业生态显露雏形。

日前，中源协和与北医三院联手打造的细胞存储与应用
联合研发中心正式揭牌，双方将围绕细胞研发、细胞存储、细
胞应用等全面开展战略合作，打造京津冀临床级细胞存储与
应用示范基地。此前，在中源协和国家干细胞工程产品产业
化基地建设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创新示范基地
（基因与细胞治疗），也得到自贸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复
同意。

产业载体厚植发展沃土

生命健康产业已成为全球最为关注的领域和全球经济增长
的重要引擎。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不断突破，细胞与基因治疗
也已成为当今最热门的领域之一。

自 2020 年以来，天津滨海高新区在渤龙湖科技园启动
了21万平方米的生物医药产业载体建设。“8万平方米的渤
龙产业园主体建筑已完工，将用于‘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
及中国医学科学院细胞产业转化基地；3万平方米的‘生物
医药创新中心’将于今年启动运营。”滨海高新区生物医药
招商局副局长郑纯林表示：“10万平方米的国家生物医药国
际创新园今年年底具备入驻条件，预计可吸引30余家企业
落地，现已有药研院抗体中试车间、干细胞研发产业化项目
有意入驻。”

在创新资源方面，高新区已经汇集8个国家级、36个市
级产业创新平台，呈现出强平台化的明显特征。天津高新区
将依托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新建干细胞、免疫细
胞、基因药物等共性产业化平台，建设“细胞生态”海河实验
室，不断推动学术成果向产业转化，构建“创新链”到“产业
链”完整闭环。到2023年，高新区“细胞谷”将集聚细胞企业
100家，从业人员达到5000人，引育顶尖人才100名，产值突
破100亿元。

高新区“细胞谷”跑出加速度

（上接第1版）
记者了解到，该产业园将是集研发实验、智能化生产、

数字化展示于一体的综合产业园区。
关伟透露，园区以“立体森林”为设计理念，打造三维立

体式生态绿化系统，构建低碳环保的生态化基地，太阳能屋
顶光伏板、太阳能路灯，余热回收系统、节能玻璃、楼宇一体
化管理等绿能技术将在园区随处可见；同时，联想也将应用
其节能环保绿色工艺技术，使园区每年减少约6000吨二氧
化碳的排放，相当于每年少消耗约250万升汽油。

近年来，联想响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在天
津建立“一总部两办公区”；今年5月与天津市签署“十四
五”时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助力天津“制造业立市”和“数
字天津”建设，力争3年将业务规模再翻一番。

天津港保税区招商局局长孙亮介绍，此次落地的联想
（天津）智慧创新服务产业园项目从签署合作协议到正式

建设，按照天津“拿地即开工”的模式，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
间，跑出了“天津速度”。随着项目的启动，将带动联想上下游
配套企业向天津聚集，也将吸引更多优质智能制造企业把目
光投向天津。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寇晓霜表示，“未来3年，联
想在保税区的员工将超过3000人，营业收入超过300亿元。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完善生产生活配套设施，提高产
业链现代化水平，培育产业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为联想在天
津发展壮大护航。”

深耕天津 造“标杆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