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西公园周边再出新规划
打造津门新特色风情街区
本 报 讯（记者 侯 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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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至复康路，北接闵行路，总
天津最大的城市公园，水西公 面积6.95平方公里，在水西公
园自从去年10月开园以来 便 园周边形成“一心、两社区、双
游人如织。近日，天津市规划 轴、多组团”的功能分区结构。
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公示该地 其中，
“一心”为水西湿地公园
区又一重磅规划，届时水西公 绿心，
“两社区”为公园南北社
园周边地区将形成“一心、两 区，
“双轴”为凯苑路及保山道
社区、双轴、多组团”的功能分 地铁发展轴，
“ 多组团”即西南
区结构。
地区高新产业服务及时尚活
此次规划的地区范围，东 力中心、康养街区组团、滨水
临城市快速路，西邻外环线， 风情小镇组团、创智街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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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的周传江曾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团员

我在南下途中迎来新中国诞生
本报记者 付殿贵

91岁的周传江曾是和平区南营门街
道老年人协会会长，从1988年开始担任
这一职务的他，曾荣获国家民政部颁发
的“孝亲敬老之星”荣誉。但如果说起他
与新中国成立70年的故事，还要从1949
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
下工作团说起。

大学期间加入南下工作团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周传江
报考了华北大学。
“当时我是天津私立志
达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我党地下组织
在这所学校里很活跃。记得新来的地理、
历史老师经常介绍当前形势和学运，深
受学生们欢迎。”周传江说，华北大学校
址在北京市棉花胡同，当年5月从北京迁
址到河北省正定县。
1949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
役告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接
受中央军委的新任务，
挥师南下。为了适
应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急需大批干部。

老干部著文祝福祖国
本报讯 近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市委老干部局、
市委支部生活
社在天津离退休干部中开展了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征文活动，
约300余名老同志参
与活动，
全市百篇征文获得优秀奖。
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把此次征文作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活动的重
要内容，精心组织老同志广泛参与。全市
离退休干部积极响应，通过散文、随笔、
诗
歌等形式，回顾重要历史节点、重要决策
与实施过程的亲身经历、体会感悟，展现
了新中国的发展成就。
（贾淑贤）

经中共中央批准，建立第四野战军南下
工作团，在平津地区直接招收万名学生
参军南下。南下工作团来到华北大学动
员时，周传江立刻报了名。
“8月1日，我们
乘坐火车赴武汉，接近武汉近郊的时候
突然响起军号声，战友们立即下车分散
隐蔽。我抬头看见两架国民党飞机在空
中盘旋，投弹扫射。躲过了敌机后，我们
立即上车分赴武汉市。”

南下途中迎来新中国成立
抚摸着已 经泛黄 的南下 工作 团 臂
章，周传江声音有些哽咽。“9月，我们从
武汉搭乘长江唯一一艘大客轮去江西省
九江市。船刚靠九江码头，就看见国民党
飞机疯狂扫射投弹，英勇的解放军战士
在客轮的船头上与敌机对射，这一幕深
深地震撼了我们。”
1949年10月1日，南下工作团在路上
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当团员们
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洪亮的声音时，
一
个个欢呼跳跃，
热泪盈眶。周传江回忆说：
“教导员组织大家畅谈感想，大家说中国
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人民当家作主扬眉吐
气，
纷纷表态坚决随军南下。”

10月14日广州解放，周传江和战友
们接管了广州市政权。周传江所在南下
工作团分队分配到广州市军管会，由此
南下工作团臂章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胸章，周传江任15兵团直属汽车队文化
教员。南下干部们按照上级
“既是工作员
又是战斗员”的指示，发动群众，全身心
地投入到接管旧政权、保卫新政权等工
作。周传江在汽车队工作一年多，
工作积
极热情。在指导员和副队长介绍下，他光
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工作团臂章是传家宝
南下工作团团员如同在地方播下的
革命种子，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地方青
年，去支持地方建设，为解放区的工作奠
基。后来周传江被调到新成立的华南军区
政治部工作，
从此开始了革命新征程。在
政治部工作期间，
他与武汉姑娘程平结为
连理，
成为革命伴侣。1958年转业回到天
津。老人说：
“天津的南下干部们将自己的
大半生奉献给了中国的解放事业，
共和国
的史册上会世代铭记他们的功绩。”
周传江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珍藏的三
件传家宝：泛黄的南下工作团臂章、中国

人民解放军胸章，还有一个是他与南下
工作团战友们的合影。他说：
“这三件宝
贝不仅记录着我大半生的革命历史，更
体现了我一辈子坚守的革命信念。一同
南下的战友们牺牲了不少人，却无人退
缩，他们用年轻的鲜血，染红了共和国的
旗帜！”

玩手机致近视低龄化 天津关爱学生视力健康

力争青少年儿童近视率每年降1%
同时，
天津医科大学还组建了青少年儿童
近视防控研究生志愿者宣讲团，
并向宣讲
团志愿者代表进行授旗。当日，
天津市青
少年儿童近视防控专家指导委员会顾问、
本报讯（记者 李 娜）近日，天津市教
天津医科大学校长颜华教授还以
“防控近
委、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在天津医科大学 视呵护眼健康”
为题进行了主题宣讲。
举办2019年天津市“师生健康中国健康”
青少年儿童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导
主题健康教育活动启动仪式暨天津市中 致近视低龄化。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小学生视力健康管理中心揭牌仪式。
在天津市2018年青少年儿童总体近视率
仪式上，
天津市青少年儿童近视防控 58.08%的基础上，从2019年起，将力争使
专家指导委员会成立，
并在天津医科大学 青少年儿童总体近视率每年下降1%以
设立天津市中小学生视力健康管理中心。 上。到2030年，
实现全市青少年儿童新发

近视率明显下降，
青少年儿童视力健康整
体水平显著提升，
六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
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
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
学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达标优秀率达25%以上。
2018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会同市
教委组织全市16个区开展了青少年儿童
近视调查工作，摸清小学、初中、高中等
各学段近视情况。据了解，今年将继续开
展青少年儿童近视调查工作，并对各区
进行评议考核。

釉上雕繁荣 瓷上刻强盛

②

老专家醉心校歌艺术史料

《天津校歌史话》出版

①

本报讯（记者 李 娜）6月11日，
天津

市老年人大学书法系刻瓷作品展在该校
举办，
刻瓷班、
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刻瓷研
究会的师生、
刻瓷爱好者带来130件精品
力作，
为迎接祖国七十华诞献礼。
刻瓷班老师张桂秋说：
“ 刻瓷这门
艺术是将诗、书、画融为一体，人物、山
水、花鸟，凡是笔墨能描绘的，都可诉
诸釉面瓷器之上。每一刀都要斟酌，需

要极大耐心。”记者看到，现场的作品
既有山水花鸟，也有人物、生活静物。
为了献礼祖国七十华诞，张桂秋还专
门创作一幅名为《五星红旗》的作品，
引来观者赞叹。
刻瓷研究会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创作的作品吸引
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人民英雄纪念
碑、辽宁舰、解放牌汽车等都成了刻瓷

同安道老院区明日下午停诊
本报讯（记者 庞津昆）

成投用。预计日门诊量达
记者从天津医科大学朱宪 5000人次，日急诊量达到
彝纪念医院（代谢病医院） 800人次。
获悉，该院老院区（和平区
新院开诊后，作为全
同安道66号） 将于6月14日 国首家以防治糖尿病及其
下午16时关闭、停诊。6月15 并发症为主的现代化三甲
日至16日为医院搬迁过渡 专科医院将转型为三级甲
期，6月17日，新院区（北辰 等综合性医院，软硬件全
区瑞景街环瑞北路6号）正 面提升，将为患者带来更
式开诊。过渡期间，患者如 舒适的就医感受。
确需取药，新院区开放简
据了解，医院之所以
易门诊，仅提供门诊取药 定名为朱宪彝 纪念医 院，
服务。
是为了纪念我国著名临床
据介绍，新院区毗邻 内 分 泌 学 家 和 医 学 教 育
天津地铁1号线刘园站，附 家，中国临床内分泌学奠
近还有多个公交站点。新 基人之一，天津医科大学
院区占地6.5万平方米，总 （前身“天津医学院”
）和天
建筑面 积12万平 方米，核 津市内分泌研究所的创始
定床位1200张，历经5年建 人朱宪彝教授。

图 ②③ 部分刻瓷作品

泰达夏日艺术季明启幕
本报讯 （记者刘长海）
记者从天津开发区月度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2019年
泰达夏日艺术季将于6月14
日开幕，
五大主题活动轮番
登场，
把这个夏天打造成一
场欢乐的艺术嘉年华。
艺术季6月14日开幕，
每个周末呈现一个主题 ，
用5种艺术表达形式丰富5

个主题，分别为：科技电音
节、儿童戏剧节、美食音乐
节、全民舞蹈节、2019泰达
夏日艺术季闭幕式。
艺术季场地选址在泰
达图书馆南侧草坪、永旺泰达天街圆形广场、滨海万
达广场永利街天幕、
MSD泰
达生活馆及伊势丹广场、滨
海广场，
辐射
“夜经济”
商圈。

近日， 河北区妇联在月牙河街党群服务中心， 举办
“致敬建国 70 周年 巾帼献礼歌声嘹亮”爱国歌曲合唱比赛
展演和表彰活动。 活动通过歌唱祖国的方式，引导广大妇
女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奋力建功新时代。 140 余人参加
了活动。
本报记者 李梅旭 摄

冒充警察敲诈老人
一犯罪团伙被端

近日， 天津市鞍山道小学 在全国食
品 安 全 宣 传 周 期 间 举 办 “水 教 育 课 堂 ”。
大学生志愿者与上 百位小 学生们 共同开
启了一场以保护 水资源 为主题的 实验小
课堂。 同学们聆听了食品安全监测专
家——
—北 京科技 大学教 授时国 庆 的 水 知
识介绍。
本报记者 史 嵩 摄

图 ① 学员们在参观瓷刻作品

医大代谢病医院
新院17日开诊

周传江展示工作团臂章和照片 付殿贵 摄

天津市老年人大学举办刻瓷作品展

本报讯（记者 齐 珏）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由天津教育史学者张绍祖编
著的《天津校歌史话》日前由团结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校歌史话》记述了70余所学校
的校歌。包括学校简介、照片集锦、校歌
背景、校歌歌词、谱曲校歌、词曲作者、校
歌解读等内容，图文并茂，史料珍贵。
国家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刘
恒岳表示，天津自2002年起就率先在学
校文艺展演合唱项目中增设了“校歌演
唱”专项。倡议在《天津校歌史话》出版之
际，更加深入挖掘、整理、传承和创新学
校文化资源，
提高学校文化建设水平。
6月15日上午10点在卫津路海光寺
新华书店举办该书首发签售。

团、安居街坊组团。
凭借 通 达 便 捷 的 道 路 及
公共交通系统、活力高效的公
建布局、配置均衡的公服配
套，魅力共享的开放空间、生
态可持续的雨洪系统，该项目
将以打造西南城区创新型商
务商业、宜居生态的开放活力
园林社区为目的，充分发挥西
青紧邻中心城区和空间资源
丰富的
“双重优势”
。

③
李 娜 汪小京 摄

爱好者在釉面上创作的元素。刻瓷爱好
者邵文英专门创作了一件以“和谐号”
为内容的作品。“它代表了我们国家的
发展速度。”邵文英说。
刻瓷研究会会长王学哲告诉记者，
这些作品是会员们历经两个多月时间
精心创作完成的，希望在祖国七十华诞
到来之际，通过作品表达对美好生活的
赞美，
表达对国家的祝福之情。

本 报 讯 （记者 刘 长 海
通讯员吉敦峰）三名男子以
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目标，
假扮民警以“涉嫌嫖娼”
为
由对被害人进行敲诈勒索。
日前，
滨海新区公安局河西
派出所通过两个多月的调
查取证，
成功破获了新区近
10年来首起冒充警察敲诈
勒索的案件，
并将该犯罪团
伙一网打尽。
今年3月8日，滨海新
区公安局河西派出所接到
一起报案，事主称自己父
亲在理疗机构正常消费后
被几名假扮民警的男子拦
住，以“抓嫖”为由索要3万
元“处罚金”。接到报案后，
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调查中，年过七旬的
老人记忆力不佳且遭受了
威胁恐吓，无法想起三名
嫌疑人的体态特征。民警
通过调取监控录像查询到
了作案车辆。但该车属于
某汽车租赁公司，且犯罪
嫌疑人在租车时，
趁工作人
员不注意将租赁合同偷走，
所以无法获知嫌疑人的信
息。办案民警随后通过调取
车辆的抓拍轨迹，
终于发现
了一个嫌疑人的面部特写，
一个名叫马某的男子浮出
水面。民警顺藤摸瓜，很快
又锁定了团伙中的另外两
人。5月16日，民警兵分三
路，
在河北省和天津市区同
时将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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