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喀秋莎已在航母主题公园工作 1 年

零 2 个月了，她清楚记得，去年 4 月 15 日

是自己第一次来中国，同时开始了在中国

的第一份工作。作为一名模特，喀秋莎每

天的工作就是与游客们合影留念。她不

知道自己的笑容留在了多少位游客的镜

头里，但是天生爱笑的她很喜欢这份工

作。喀秋莎主要工作地点在航母主题公

园里设立的俄罗斯文化创意风情街。俄

罗斯演员们集中在这里跳舞、弹奏乐器、

扮作模特迎接游客。依米勒就是一名冬

不拉演奏者，他到中国刚刚四个月。

“每天面对很多不同的游客，他们给

我带来了美丽的笑容，我很喜欢在这里工

作。”19岁的维卡用俄罗斯民族舞蹈迎接

游客，而她也总能得到游客们热情的拥

抱。说起在航母主题公园的工作，活泼开

朗的维卡常将“开心”挂在嘴边。

喀秋莎和同事住在汉沽区域的一个小

区，和很多中国邻居一样上下班，赶上休息

日出门逛街，或到新区网红的游览地去“打

卡”。在他们眼中，新区绿树成荫，交通方

便。前段时间，他们赶在夜幕降临时去坐

“天津之眼”，饱览了天津市区的美好夜景。

除了美景，自然还有诱人的中国美

食。喀秋莎告诉记者，中国的同事们很照

顾他们，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烤肉、

喝啤酒，还经常被带去品尝各种小吃。

离家一年多，喀秋莎坦言会思念家

乡，好在他们半年就可以探亲一次。“我非

常喜欢中国，我会继续留在中国，以后还

想走遍中国的每一个城市。”喀秋莎说。

记者 许卉 实习记者 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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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眼”摄影讲座
邀你感受航拍魅力

时报讯（记者 许卉）由滨海时报社、滨海

新区摄影家协会、泰达绿化集团有限公司共同

主办的第二届泰达绿化杯“爱滨海·拍不停”摄

影大赛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为丰富赛事，本

周五，大赛将在滨海时报社举办“天空之眼”摄

影专题讲座，让影友们进一步了解航拍知识。

航拍，是时下流行的拍摄方式，俯视拍摄的

魅力更是让摄影爱好者们着迷。第二届泰达绿

化杯“爱滨海·拍不停”摄影大赛特邀天津日报

资深摄影记者赵建伟前来授课，以“天空之眼”

为主题，普及航拍知识，分享图片后期制作的实

用技巧，与影友们深入交流。此外，大疆公司天

津代理商仝也科技有限公司也将在讲座现场进

行全新无人机咨询服务，并提供精美奖品。

嘉宾：赵建伟（天津日报视觉中心摄影记

者，从业17年，新华社签约摄影师，曾荣获中

国新闻奖三等奖，天津好新闻一、二、三等奖。

擅长纪实、体育、文化、航拍等。）

时间：6月15日（周五）13:30

地点：滨海时报大厦A208室

名额：40人

报名方式：在“爱滨海·拍不停”微信群内

报名参与，先报先得，报满为止

过街天桥微改造
安全隐患被排除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摄影报道）日前，新

区建交部门对河北路几座过街天桥进行提升

改造，第一时间排除桥体墙砖脱落安全隐患。

目前，提升改造工程已近尾声。

近日，记者途经河北路小地道过街天桥时

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对天桥桥墩底部外包装饰

部分进行拆除作业。而在营口道和河北路交

口过街天桥处，施工人员将桥体侧面墙砖拆

除，重新进行水泥立面平整，后期还将粉刷涂

料加以美化。

记者随后从塘沽桥梁管理所获悉，近日整

体启动过街天桥修缮工程。“原来冬天存在墙砖

脱落安全隐患，这次将天桥侧立面外檐墙砖全

部拆除，改用水泥进行平整再刷涂料美化，排除

市民出行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河北

路洋货市场、小地道和营口道几处过街天桥都

在本次修缮之列，包括天桥侧立面墙砖拆除、平

整、粉刷、天桥支柱底座外包装饰结构修复等。

驾驶证已吊销4年
任性司机开车被罚

时报讯（记者 刘纯 通讯员 潘法宽 王
璐）日前，天津港公安局交警支队四大队民警

在美洲路与八号路交口执勤时，发现一辆沿八

号路由西向东行驶的绿灰色小型客车形迹可

疑。民警上前拦截检查时，驾驶员看到交警后

神色慌张、答非所问。

经身份核实，驾驶员孙某早在 2014 年就

因醉驾被吊销了驾驶证，且拘役六个月。在这

几年间，他一直没有开过车。这次是因工厂没

有司机，而客户急需送货。“心想就开这一次，

把货送到立即回来，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孙

某说，“没想到被交警抓个正着。”

目前，交警已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孙某处

以罚款1000元并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网恋”3年被骗巨款
只因当初拒绝“渣男”

时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吉敦峰）今年

5月，女子杨某到滨海公安汉沽分局报警称，

男朋友不见了，怀疑自己被骗。经询问，杨某

于 2015 年 5 月在聊天软件上结识了自称“王

楠”的男子，在杨某的印象中，自己有个同学就

叫王楠。俩人越聊越投机就互加了微信。“王

楠”各方面都很符合杨某的择偶标准，很快俩

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随后“王楠”三番四次

以购买机票、入股单位投资、交付关税、为游戏

充值为由向杨某借钱。杨某累计向“王楠”汇

款逾 9 万元。可是近日，杨某联系不上“王

楠”，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接报案后，滨海公安汉沽分局刑侦三大队

立案进行侦查，最终将涉嫌诈骗罪的犯罪嫌疑

人张某抓获。

经查，张某（男，34岁，天津市人）之前追

求过杨某，可杨某没同意和他交往，于是他对

杨某怀恨在心，想要报复她。后来张某通过聊

天软件联系上杨某，发现杨某不知道他的身

份，张某便冒用朋友“王楠”的身份编造了自己

的工作，开始报复杨某。经审讯，张某对冒用

他人身份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现已

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时报讯（记者 张智）雨过天晴，是不是

又要迎来高温天气了？据滨海新区气象局

预报，本周新区天气多变，雷雨将频繁造

访，无持续性高温天气。

昨天多云天气开场，似乎刚好给本周

的天气定下了主基调。今天夜间新区将再

迎雷阵雨天气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后半

夜，过程量为小雨量级。短暂的雷雨过后，

周三，新区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继续回

升，最高气温将重回30℃以上。

目前来看，本周气温并不会有大幅回

升，因为周末还将有一场降雨光临新区。

降雨影响之下，天气较为凉爽舒适。

利用同心圆般独特的建筑

结构，幼儿园将每一层最外环打

造成融合多种主题的科学长

廊。“汽车俱乐部”帮助幼儿了解

汽车结构”；“一叶一世界”增强

幼儿对植物的细微观察；“彩泥

工坊”则让幼儿探索水和面泥的

配比关系……孩子们在科学长

廊里尽情玩耍，探索着科学的乐

趣，老师则在一旁观察，发现随

时可能需要的“帮助”。这是记

者日前在塘沽一幼远洋城园区

“玩转科学 溢彩童年”建设月主

题展示活动中看到的一幕。

除了科学长廊，幼儿园还将

面点制作、扎染、热缩片、乐高机

器人等手工制作引入课堂，让孩

子们在游戏中探索科学原理。

在“泡泡朋友”的展示环节中，小

班的孩子们自己动手配比不同

浓度的“泡泡液”。“水少些，皂液

多些，泡泡吹得又大又远。”一个

孩子胸有成竹地说。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幼儿园里幼儿园里
““玩转科学玩转科学””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暑期即将到

来，中小学生溺水安全问题备受关注。而

谈水色变、望水生畏，不如让孩子及早学

习掌握防溺水知识，以避免悲剧发生。昨

天，新区游泳协会组织专业游泳队员走入

小学校园，让孩子增强防溺水本领。以贴

近“实战”化的方式培训防溺水知识，这在

新区中小学尚属首次。

据此次培训活动发起人、新区游泳协

会会长陈富江介绍，资料显示，我国溺水

死亡儿童已占到非正常死亡儿童的40%，

占青少年非正常死亡原因之首。其中绝

大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自然水域。而通

过教育和预防，80％的事故可以避免，所

以防溺水安全教育尤为重要。

学好防溺水常识
可避免八成事故

记者记者 贾磊贾磊 摄摄

本周降雨频繁
暂别高温天气

“我和家人必须积极参与”

昨天，记者走进中心北里12栋2门，

看到楼道里悬挂的生活垃圾分类等创文

图画和创文童谣后不禁眼前一亮。“颜色

更浅一点，这里再细致一点……”一路欣

赏到4楼，77岁的于泽亮正在和老伴、女

儿一起讨论创文标识设计稿的改进方

向。于泽亮一边将放大打印出来的设计

图拿给记者，一边告诉记者，5月3日刊登

在《滨海时报》上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主题标识（LOGO）、吉祥物、宣传口号暨

公益广告征集活动启事”一发，他就着手

开始准备，划重点，从易到难，先选口号，

再设计LOGO，最后拟定三个方案，全家

几经推敲才投稿。同时，创文相关的征

文他也积极参与。

“最早看《滨海时报》刊发新区要打

一场‘创文’攻坚战的消息和评论员文

章，作为老党员、文明标兵、全国五好文

明家庭、书香之家，我和家人必须积极参

与，并且要带动群众一起将这‘提升人民

获得感幸福感的一件好事’做好。”提及

参与创文活动的初衷，于泽亮一脸兴奋

地对记者说。

坚持每天撰写创文日记

“连下20多个小时的雨，已属中雨量

级。以往阳台漏雨，下这么大的雨定会

造成厨房满地积水，得清扫好长时间，往

往累得腰疼。这次可好了，起床后察看

厨房阳台——干干净净，没有一处漏雨，

地面上连个水珠都没有。这是上个月房

管局房屋防漏施工完成的结果。在此，

向工程所有有关人员表示感谢。我想，

这足以算得上是创文中的一个硕果！”这

是6月10日《创文日记》中的一段雨中有

感。他一边翻看自己精心装订的《创文

日记》一边告诉记者，光有参与创文的愿

望不行，还得有具体行动。于是，从4月

19日开始，他就每天撰写一篇创文日记，

已经完成53篇。

记者看到，从《厉害了，我的国》观影

感受到新区创文大会总结，从参与博物

馆民间捐赠活动到街道创文活动展示，

从自己身边的创文小事到自己的所感所

悟，看似零碎无章，却又篇篇与创文息息

相关。不仅如此，他每天将自己的《创文

日记》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在生活点

滴中默默传递一份正能量。

带动“铁杆粉丝”参与创文

如今，在于泽亮的带动和感染下，老

伴、子女、孙辈都已加入创文行动中来。

但是这还不够，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

条件，将身边的创文队伍不断壮大。今

年是于泽亮创办的“小画家乐园”15 周

年，拥有一群“铁杆粉丝”的他，将创文与

自己的日常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以社区

为依托，以家庭为阵地，带领青少年积极

投入创文，让创文在青少年心灵中扎

根。”他制定学习计划，带动家庭学堂和

小画家乐园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创作创文

童谣 40 篇、手绘创文主题画 60 余幅，并

在楼道、社区、街道进行展示。同时，在

新北街首创国际社区，女儿于滨的“小画

家乐园”分园也紧随父亲的脚步，将创文

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仅如此，为了

将创文活动搞得更好，他们一家也在不

断学习，“五一”假期全家特意驱车前往

先进文明城区武清学习，并现场拍照取

材，应用到教学中。

此外，他充分利用新媒体，从去年11

月开始，每天在“塘沽记忆”微信群至少

分享一篇正能量的帖子，坚守网络文明

公约。尤其是他接连80天分享的《塘沽

速写》引发了全国20多省市网友关注，大

家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画作中感

悟着家乡的深刻变化。

列出全家创文“三年规划”

“三年选定十条工作，创作一批诗

歌、绘画、楼道画廊，下一步计划做家风

家训图文创作。”于泽亮告诉记者，自己

坚持创文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简单作

秀，而是做好了一份三年规划。就如5月

2日他的《创文日记》所做的总结：“我的

家庭创文特色是：一条主线——‘五爱’

教育是核心；三个抓手——家庭学堂、家

庭书屋、楼道画廊相结合；创文亮点是：

祖孙三代，同心筑梦。”

据了解，几年来，于泽亮凭着自己的

一腔热情、不懈坚持和默默付出收获了

诸多荣誉。他本人获评新区首届身边好

人、天津市文明市民，所在的家庭先后获

评首届全国书香之家、全国五好文明家

庭、天津市文明家庭标兵户、滨海新区最

美家庭标兵户等诸多荣誉。“这些荣誉都

是我继续发挥自己光和热的动力。不但

老有所乐，还能老有所为，希望更多的人

和我们一起筑梦、圆梦。”

坚持每天撰写创文日记 带动“铁杆粉丝”参与创文

希望更多人一起筑梦圆梦
■ 时报记者 杜红梅 报道 贾成龙 摄影

地点1：奥林花园小区

饭馆底商排风机噪音大
来自福州道奥林花园小区的刘女士

称，小区1栋前一处饭馆底商排风机噪音

非常大，而该底商类似这样的排风机很

多，已严重影响1栋和8栋住户的休息。

对此问题，记者从杭州道街了解

到，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已及时联系到了

该店铺负责人，对其进行了法律法规的

宣传和教育，要求其尽快对排风机进行

整改维修，避免噪音扰民。目前该店铺

已对排风机进行了整改。

地点2：居仁街小区

商家喇叭播放广告
反映扰民问题的还有来自居仁街

小区8号楼的住户。居民表示，近日小

区 8 号楼附近有一户家纺商店每天用

喇叭重复播放广告，给周边的居民造

成了困扰。居民多次与商家协商无

果。随后，记者从塘沽街道了解到，目

前综合执法大队已经对该商户进行了

教育，要求该商户降低噪音，不要影响

周边居民，并且街道执法大队将会加

大对此商户的日常管理，避免出现扰民

情况。 记者 田敏

噪音扰民 苦不堪言！
进展：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已要求涉事商户整改

夏季来临，本报热线近日接到
不少市民反映噪音扰民的情况，记
者就此问题联系了相关部门。

记创文日记，编创文童谣，画创文
图画……新区启动“创文”以来，滨海
新区首届身边好人于泽亮也行动起
来，全力投入到了自己的漫漫“创文”
路。昨天，记者走进刚刚获评新区最
美（五好）家庭于泽亮的家，一起聊聊
他的“创文”故事。

俄罗斯演员在新区
演绎家乡风情 享受中国生活

记者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摄摄

航母风暴、飞车特技、花车巡游……
本月初，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迎来了
众多大小朋友。未出国门，便迎“俄
风”，园区内的俄罗斯文化创意风情街
打造微缩版“俄罗斯”。能歌善舞的俄
罗斯演员不远千里来到新区，为中国游
客带来家乡文化。

很开心很开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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