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讯（记者 张智）高温天来势汹

汹。不过，据滨海新区气象台预报，随着

风向的转变，周末气温将有所下降。

经历了前一天的高温洗礼，28日，新

区气温稍有下降，最高气温回落至35℃。

伴随着气温的下降，新区还迎来了“高颜

值”的蓝天白云。

预计，今天新区还将持续晴好天

气，最高气温为 36℃。今天下午开始，

天空云量开始增多，新区转为多云天

气。周末，随着风向的改变，新区将吹

起凉爽的东风，海上湿润的空气被带到

陆地，降温作用明显。受其影响，周六

最高气温 34℃，周日最高气温为 32℃，

天气舒适。

今天晴热继续
周日东风送爽

“大渔爱心平台”助学
新区市民伸出援手
时报讯（记者 许卉）日前，由新区

爱心人士建立的“大渔爱心平台”发起

助学计划，资助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和

路罗乡的58名困难学生。

滨海新区与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的

大鱼村因爱结缘。为了帮扶大鱼村，去

年10月，新区爱心人士成立了“大渔爱心

平台”，推广当地农产品帮困难村民创

收，积累资金开展长期可持续的公益活

动。而资助困难学生，让孩子们安心读

书，一直是他们最想做的事。今年4月，

“大渔爱心平台”的志愿者开始了针对困

难学生的第一次走访，针对白岸乡和路

罗乡提供的75份困难学生名单，挨家挨

户了解情况，总结受助学生调查表。

本周，“大渔爱心平台”发起了网上

助学行动，消息一出，就有市民积极与

孩子们结对。截至目前已有22名学生

结对成功，得到了爱心市民的资助，其

中小学生19名、高中生3名。

50岁左右的女士 其孙就读于浙江路小学福州道分校 其子住在南益小区好心人特征

短
评

一个多月前的一次意外，让张

明 照 老 人 感 受 人 情 冷 暖 。 有 看

客，也有好心人。面对街头摔倒

的老人，“扶不扶”也一度被坊间

热议。张明照老人内心经历的跌

宕起伏，伴随他的全城寻找恩人

行动，最终将被写下感恩与感动

的注脚，让人看到新区是一座不

乏爱的城市。

当前，新区正在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扶危济困、助人为乐、善良感

恩等传统美德正是我们大力弘扬

的。人人争做“滨海好人”，才能让

文明城区有爱的温度，有“家”的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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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电网改造，7月2日6时至18时，太平
村站太21、太22线路停电，影响用户：大港太
平消防站、太镇排污站、华鹏金属、东升二机
井、天利华丰、雁翔工贸、兴达家畜养殖厂、
上峰水产、瑞友蔬菜、友爱养鸡场、散户、宏
远汰铁、鑫泉包装材料公司、汉达特碳制品、
万达纸业公司、友爱扬水站、天津滨海新区
宝鑫城化工厂、富龙金属、保温材料、添顺油
田、新华造纸、瑞利达化工、瑞福纸业公司、
远景二锅炉房、大漠绿洲养殖、玻璃厂、远景
二水井、鑫和管桩、养鸡场、瑞福化工、焊条
铺料厂、大港远景二照明、太平镇政府、东升
鑫盛、宏远汰铁、凯特隆焊接、泰铁粉厂、远
景二村委会、锅炉房、远景二排灌站、水暖三
厂、31#井、扬水站、兆丰苗木、远景二水井

因电网改造，7月4日6时至20时，海洋

站432线路停电，影响用户：塘沽汽车检验
中心、鑫桥工贸、地道口泵站、粮食储备、路
灯箱变、滨海投资、南部污水泵站（双电源）、
北塘充电汽车充换电站（双电源）、融创鼎
晟（双电源）、郡澜名邸（双电源）、郡澜名邸
地下车库（双电源）、嘉庭公寓（双电源）、新
塘商务园（双电源）

因电网改造，7月4日6时至18时，太平
村站太21线路停电，影响用户：大港宏远汰
铁、鑫泉包装材料公司、汉达特碳制品、万
达纸业公司、友爱扬水站、天津滨海新区宝
鑫城化工厂

因电网改造，7月4日6时至20时，塘沽
站 148 线路停电，影响用户：塘沽聚宝大
厦 、新乐食品、人防办公间 、吉林路变
电、人防（双电源）、泰祥里 、泵站

因电网改造，7月5日7时至17时，和畅
路站畅53线路停电，影响用户：汉沽动漫南
路智能交通 B6、南部给水加压泵站（双电
源）、动漫园主楼（双电源）、动漫园03地块
（双电源）、动漫园09地块临电

因电网改造，7月6日6时至13时，海洋
站433线路停电，影响用户：天津现代工程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临)天津市塘沽公共交
通公司,天津大盛自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因电网改造，7月6日6时至18时，太平
村站太21线路停电，影响用户：大港 散户、
富龙金属、保温材料、添顺油田、新华造纸、
瑞利达化工、瑞福纸业公司、远景二锅炉
房、大漠绿洲养殖、玻璃厂、远景二水井、鑫
和管桩、养鸡场、瑞福化工、焊条铺料厂

因电网改造，7月6日6时至20时，塘沽
站152线路停电，影响用户：天津市塘沽区
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停电通知
“鲜”是什么？又有哪些历史和文化？5

月18日，太太乐“鲜味之旅”升级揭幕仪式在
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太
乐”）举办。仪式上，太太乐宣布启动“全国鲜
味科学知识竞赛”。

作为国内调味品行业的标杆企业，2007
年，太太乐以“鲜味之旅”的工业旅游方式，以
生产车间为依托，以生产工艺和企业文化等
为资源，为公众打开一扇零距离接触调味品
生产的大门。

2018年正值太太乐成立30周年，太太乐
“鲜味之旅”进行全面升级与改造。新的线路
除对原有生产车间进行升级外，还对全球唯
一一家“鲜味博物馆”进行改造，从缘起、技
法、文字、食材、菜品、产品、器物七个维度对

“鲜”进行全方位展示与解析。此外，为阐释

鲜味科学与太太乐发展历史，基地特别增设
“鲜味科学馆”与“太太乐历史陈列馆”。

升级后的“鲜味之旅”通过3D视觉、AR
技术等，给用户一个“全面透明”“智能交互”
的鲜味文化展示平台。

揭幕式上，太太乐总裁张西强宣布启动
“全国鲜味科学知识竞赛”，面向受众发出了
解“鲜”、提倡“鲜”的邀请。据悉，此次竞赛主
要针对科研教育机构、高等学府等人群，给予
丰厚奖励。中国调味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白燕评价：太太乐“鲜味之旅”不仅是企业的
文化展示，更是鲜味文化的传承之作。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曹树民表示，
以太太乐为代表的调味品行业是我国食品工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太乐此行能够引领中
国食品产业再上一个新台阶。

以鲜味感受滋味 用别致做到极致
——太太乐：鲜味文化撬动工业旅游升级

广告

时报讯（记者 田敏）日前，市民崔先生致

电本报热线称，春风里小区有底商占据人行

便道，导致行人通行不便。据崔先生介绍，底

商有汽修店也有物流店，一些货物和车辆停

放在便道上，居民只能绕道通行。

崔先生是新港春风里小区的业主，他告

诉记者，春风里小区在春风路东侧的部分底

商长期占用人行便道，导致行人每次路过只

能走到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才能通行，十

分危险。崔先生说，特别是现在雨季来临，路

面有积水，如果人行便道被占据了，市民只能

走底下的非机动车道，行走不便也不安全。

接到市民报料后，记者于21日进行了走

访。在春风里小区位于春风路一侧，记者注意到

有一家汽修店正在营业，门前的人行便道上停满

了车辆，维修人员正在进行维修，的确将人行便

道和盲道都占据，行人需要绕行才可通过。

随后，记者将此问题反映给了塘沽街道

办事处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底商占道经营的行为是不允许的，他们将会

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前往现场了解情况，并进

行清除，要求底商不能占据人行便道和盲道

经营。

时报讯（记者 许卉）日前，开发区一中领

导力课程组的学生们走进泰达三幼当起小“幼

教”，通过生动的绘本故事为幼儿园孩子上了

堂性教育课。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

个世界上的吗……”绘本故事《小威向前冲》用

奇妙的方式讲述了小宝宝的出生过程，在泰达

三幼中一班的课堂上，开发区一中的两位学生

通过播放绘本视频、课堂提问、游戏奖励等多

种方式与小朋友们互动，帮孩子们回答了这个

大难题。这已是学生们第二次走进泰达三幼

的课堂为孩子们普及健康知识了。开发区一

中的学生孔德杉告诉记者，这是他们正在进行

的全国中学生领导力课题，项目名称为“守护

他们的色彩”，研究主题是幼儿的性教育，他们

希望从各方面杜绝幼儿侵害事件，加强对小朋

友们的教育，让小朋友们学会保护自己。

中学生当“幼教”
普及幼儿性教育

汽修店占道经营
市民出行很不便

老人摔倒被扶起

张明照老人是一名 75 岁的老党员，

40 年前从武汉来到新区工作安家，是一

名渤海石油的退休工人。他回忆说，5月

中旬的一天，是孙子小学开运动会的日

子。老人陪着孙子一起观看运动会，但

一个小时候后老人感觉头晕，于是打算

返回家中休息。

“我住在滨海名都，离孩子学校很

近，于是我步行往家走。”张明照老人说，

孙子就读于浙江路小学分校，大门正对

着奥林花园小区围墙，当老人在鸿正街

走了不到20米时，感觉眼前一黑脚踩空

了，随后重重地摔倒在地不省人事。

老人昏迷中隐约听到有人跟他说

话：“大爷，您住在哪里？”张明照说，自己

当时已经半昏迷，无法说话。等自己完

全清醒已经在家里了。后来张明照从老

伴和小区其他业主口中大概得知了当时

的经过。

张明照告诉记者，当时自己摔倒

后，其实有人经过，但大家都不敢扶。

后来一位骑着电动车的女士和一名路

人，合力将张大爷扶起来，放到了那名

女士的电动车后座上，并且推着老人

寻找家属。由于张明照老人是滨海名

都小区业委会的成员，因此很快就有

人认出了他，并且给好心人指了路，一

起将张大爷送到了楼下。随后联系到

了 张 大 爷 的 家 人 ，将 老 人 送 回 了 家

中。由于事发紧急，张明照家人心急

老人的伤势，没有及时询问好心人的

联系方式和姓名，扶起老人的好心人

也默默离开了现场。

寻找“恩人”一直未果

由于脸部直接着地，张明照老人被

诊断为面部粉碎性骨折，脑部也受到撞

击。在治疗恢复半个月后，老人才完全

康复。康复后，张明照老人开始四处寻

找自己的“救命恩人”，但始终无果。“找

到这名好心人，想亲自登门表达谢意，另

外也想借此弘扬社会正能量，将这份温

情散播出去。”张明照说。

从目睹情况的业主口中，张大爷得

知两个线索：第一，骑电动车的女士的

孙子就读于浙江路小学福州道分校；第

二，好心人士的儿子住在南益小区。据

张大爷描述，这名好心女士身高不到

160cm，年龄在 50 岁左右，短头发，看起

来很精干。

张大爷说，他曾前往浙江路小学福

州道分校寻求帮助，试图找到好心人，但

也无果。不过老人并未停止寻找“恩人”

的脚步，他说，现在敢在路上扶起摔倒老

人的人并不多，这需要勇气也需要足够

的善心。“如果不是她及时扶我起来，路

过车辆那么多，随时有被碾轧的可能。”

张大爷说，他一定要找到救命恩人，当面

说一声谢谢。 记者 田敏

摔倒被扶起
老人全城寻“恩人”！

网友“单车人”：这样的好事理

应大力宣传，点赞！

网友“潇潇”：我们真正需要这

样正能量的东西。

网友“无偿献血志愿者”：好人

呀，棒棒哒！

网友“大明”：当今社会救死扶

伤的好人好事，应该发扬光大。

网
友
点
评

近日，本报接到75岁市民张明照老
人的求助电话，他称想通过媒体找到一
个月前将昏迷倒地的自己扶起来的好心
女士，亲自说上一声谢谢。

记者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摄摄

时报讯（记者 许卉 通讯员 刘嘉）日前，

滨海新区公安局高新分局成功破获一起借助

网上交友实施诈骗的刑事案件，专案组民警深

挖线索、精准定位，截至6月28日将4名犯罪

嫌疑人全部抓获。

2017年10月，被害人张某通过微信群聊结

识了一名自称是瑜伽教练的陌生女子，二人聊

天话语投机，而后就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离奇

“网恋”。其间该女子不断以家人生病、过世等各

种理由，多次向张某索要钱款，被爱情冲昏了头

脑的张某通过微信向其转账共计人民币87000

余元。2018年3月，该女子谎称生活压力太大，

欲寻短见，随后与其断绝联系。之后，张某多次

联系该女子的“父亲”，对方称“女儿”已经身亡，

且所借欠款无力偿还。张某反思交往经过，越

想越不对劲，恍然大悟，遂拨打110报警。

接报后，警方立即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工

作，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黑龙江籍26岁男子

符某和22岁女子何某，随即组织精干警力赶

赴哈尔滨市展开抓捕。

6月27日，专案组在当地警方的大力配合

下，成功将符某、何某抓获。经突审，二人对共同

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又主动交

代出另外两名同伙陶某和马某。专案组民警乘

胜追击，在当晚将23岁内蒙古籍犯罪嫌疑人马

某抓获，6月28日中午将19岁黑龙江籍犯罪嫌

疑人陶某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网恋女友突然“身亡”
损失巨款小伙报案

记者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摄摄

71 岁的张中芳将一首葫芦丝曲

《天边》吹得悠悠扬扬，74岁的丈夫赵

俊宝站在一旁挥毫泼墨。你演奏，我

写字，这正是张中芳和赵俊宝夫妇平

日里在家中的学习情景。张中芳说，

由于担心退休后会有失落感，萌生了

继续学习的想法。如今，不仅老两口

做了同学，共同进步，还带动了小孙

子。小孙子今年七岁了，从五岁开始

学钢琴，昨天放学回家专门邀请奶奶

用葫芦丝与他合奏一曲。

“共同进步齐欢乐……”在演出现

场，3岁的小糖糖和奶奶莫俊英站在舞

台上演出了快板《学习乐》，赢得阵阵

掌声。莫俊英今年58岁，在开发区社

区学院学钢琴。她退休后积极进取的

行为也感染了家人，影响了小孙女糖

糖。“我在家练钢琴，她都会唱，练舞蹈

她也跟着我跳。”莫俊英说，自己学习

全家受益。

在开发区社区学院，像莫俊英、张

中芳和赵俊宝这样的学习型家庭还有

很多。共同学习，也让他们更爱生活

更爱家。

学习型家庭这样 成

炎炎夏日，睡觉之前洗个热水澡成

了许多市民的消暑方式。但是在首创

国际小区7期，睡前洗澡却成为了这里

600多户居民的奢望。

居住在该小区的王女士告诉记者，

她们家已连续三四天没法在睡前洗澡

了。每到晚上，家里就会出现停水的情

况，导致热水器无法使用。“等到深夜水

才来，洗完澡差不多都凌晨了，我们第二

天还要上班，实在熬不住。”王女士说，最

近天气炎热，没法洗澡特别难受。

家住该小区31号楼的张先生也告诉

记者，从今年3月开始，家里就常常在20

时至23时出现停水的情况。此前物业还

会贴出通知，现在却连通知也没有，物业

电话也打不通，业主只能干着急。

随后，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物业

客服部负责人余经理告诉记者，目前用

水问题主要涉及该小区7期的600多户

居民。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主

管道水压不足，导致用水高峰期部分业

主家中出现停水或水流较小。今年3月

业主反映这个问题后，物业检查了设备

并联系了自来水公司。“我们的设备没

发现问题，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查看相

关数据回复称，给水量也没问题。”余经

理说，后来物业维修人员在巡查时发现

自来水主管道有漏点，反映给自来水公

司后，进行了维修，停水问题基本解

决。但最近天气炎热，居民用水量加

大，7 期业主家中再次出现了水压不足

的情况。目前物业公司在检查设备，也

在积极联系自来水公司。

同时针对居民反映物业电话难打

通一事，余经理表示，物业公司的三部

座机因交换机发生故障，正在联系联通

公司进行维修，过几天就可以恢复正常

了。与此同时，物业公司也启用了应急

电话，并在业主群内进行了公布。

塘沽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

示，塘沽区域内除了贻成泰和新都小区

的高层二次供水由自来水公司接管外，

其余小区的二次供水全由物业负责。因

此居民家中二次供水出现水压不足的情

况，只能联系物业解决。 记者 韩春霞

深夜洗澡太难受 物业电话打不通

高温天气遇停水
600户居民“熬不住”

姐妹表演情景剧《雅韵悠悠》、

奶奶带着孙女说快板《学习乐》、祖

孙三代弹琴朗诵模特秀……28 日

下午，开发区社区学院学习型家

庭建设成果汇报在学院一楼大

厅举行。夫妻做同学、祖孙一起

唱、姐妹扎堆学……浓郁的学习

氛围弥漫在课堂内、家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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