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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重症需要排队等血

上周五，刘小姐的家人因消化道出

血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住

院治疗，治疗过程中需要进行输血。“我

家人需要B型血，但现在医院通知我们

说还得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用上

血。”刘小姐说，据了解，目前，各医院的

用血情况都十分紧张，用血要优先急症

病人。

天气原因导致采血量下降

由于上周天气原因，血站部分血型

库存较为紧张，为了保证突发急症患者

用血，血站在用血方面十分谨慎。

16日下午，记者来到解放路金街的

爱心采血屋进行采访，采血员表示，最

近各个血型都比较紧缺，尤其是O型、

B型比较紧张。截至当日17时，当日共

采血18人，人数较往常明显减少。

目前，新区卫健委也在积极采取措

施，下周将组织医务人员进行无偿献

血，以保证库存需要。血站也在采取各

种方式增加更多的采血量。“目前街头

采血的时间延长到 20 时，以方便更多

爱心人士前来献血。”血站负责人说。

爱心人士献出热血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遇到来自山东

德州的吕学静大姐，当天她是和 16 岁

的女儿一起逛街时走进爱心采血屋。

“我从她（女儿）两岁的时侯就开始献血

了，每年两次，坚持了十多年，这几年到

天津了也没间断。”吕大姐说。

吕大姐的女儿今年上大一，她对母

亲的这一举动表示敬佩和支持，她说等

自己年龄达标，也会以母亲为榜样参加

无偿献血。当提及血库紧张时，母女俩

都很惊讶，希望自己的血能够马上帮到

他人。

降雪天气导致街头献血量骤减

B型、O型血吃紧！
■ 时报记者 马兰 摄影报道

上周连续多日出现降雪和降温，
使很多市民减少了外出的频率，也直
接导致了无偿献血外采数量的持续
下降。记者昨日从滨海新区塘沽中
心血站了解到，目前，部分血型库存
压力较大，尤其是O型、B型尤为紧
缺，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够伸出援
手，支持无偿献血事业，踊跃捐血，缓
解目前的库存紧张。

热心市民献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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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张智）上周的连续两场降雪

让新区气温骤降，然而新村街道向阳里社区环

卫工李凤民一天之内两次拾金不昧的故事却

让人们感受到寒日里的温暖。

“我捡到一个包，里面很多卡，你们看看能

不能帮忙找找失主。”2月14日，向阳里社区的

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办公，突然一名环卫工来

到社区，上交了一个黑色的小布包。工作人员

打开布包清点，里面共有10张银行卡，以及身

份证、社保卡等证件，还有一些零钱。了解情

况后，社区工作人员立即与辖区派出所联系，

并上交了失物。李凤华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上。然而，令社区工作人员意想不到是，短短

几个小时后，李凤华又拿着一张身份证来到社

区：“我看到前面有人掉了，追了半天没追上，

还是你们帮忙找找吧。”

向阳里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看着

李凤华气喘吁吁地来到社区，大家都被他质朴

的话语感动了。“他的热心举动，也向我们传递

了温暖。”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通过向阳里社区与辖区派出所的

及时对接，目前，失物均已归还失主。

时报讯（记者 刘纯 通讯员 潘法宽 杨玉
文）日前，从老家返程的老王夫妇因迷路不小

心误入港区，天津港分局南疆路派出所民警热

心助其寻路加油。

2 月 14 日深夜，南疆路派出所民警在辖

区石化小区巡逻途中发现路边停着一辆越野

车，一名男子向警车挥手求助。民警经询问

得知，该男子姓王，他和妻子由山东回东北的

途中发现燃油不足，于是导航搜索附近加油

站，不料导航将其指引至南疆石化小区中国

石油储油库。油没加成，结果兜兜转转好几

圈，连港区都出不去了。“春节期间，港区夜深

人静，连个问路的人都找不着，眼瞅着车辆续

航里程显示只剩十多公里，心里越发着急。”

王某说，恰在此时他遇到了巡逻至此的民警，

于是向民警求助。

民警告知其港区内加油站暂停营业，附近

5公里处即有加油站，按照目前油量，安全到

达没有问题。最后，民警驱车将王先生的车辆

带至港区卡子门出口处，并帮他重新设置好了

导航，确保他们尽快驶到最近的加油站。

王姓夫妇对民警的热情帮助表示感谢，临

别之时，王先生握着民警的手说：“危难时刻人

民警察就是希望，我为你们点赞！”

误入港区油箱告急
民警助其加油获赞

时报讯（记者 田敏）“现在业委会解散，也

没有物业，小区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了。”近

日，市民陈女士致电本报热线称，小区内垃圾

遍地无人打扫，给业主的日常生活带了不便。

陈女士是晟卉花园小区的住户，她表示，

由于小区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引进物业困难大，

因此小区长时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近日小

区业委会也突然解散，导致小区卫生以及秩序

方面的问题愈发突出。“满地垃圾无人清理。”

陈女士说，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业主尽快解决

小区无人管理的现状。

记者随后从小区所属大沽街道了解到，晟

卉花园近期出现垃圾无人管理的原因是小区

居民不支持业委会工作，拒绝选聘物业。目前

针对小区出现的垃圾成堆问题，街道办事处已

经协调第三方单位，暂时采取有偿清运垃圾的

办法，保障小区环境卫生。另外，针对小区管

理问题，街道以及居委会会继续入户与业主沟

通协商，看是否能达成一致意见，拿出方案，尽

快引进新的物业公司，让小区进入正常的管理

状态。

小区无人管
垃圾堆满地

时报讯（记者 田敏）“这几个地沟井经常

污水四溢，太脏了。”近日，市民杨先生致电本

报热线称，小区内有三四个污水井经常发生跑

冒，影响环境卫生。杨先生说，虽然居委会经

常安排抽水，但始终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杨先生表示，在大港前程里小区三号楼

前，有三四个地沟井经常跑冒污水，导致臭气

熏天。每次跑冒污水后，居委会都会雇佣污水

车来清理污水，“原来是三四天跑冒一次，后来

几乎一天一次，要天天抽。”杨先生说，污水跑

冒后不仅导致路面臭气熏天，而且一旦结冰还

存在安全隐患，居民出行很容易滑到。

据了解，针对该小区地沟井跑冒问题，大

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现场查看后，了解到跑

冒原因是由于管道塌陷，导致排污不畅。街道

建设管理办公室对塌陷的部分正在申请维修，

一旦申请通过，就会启动维修程序，尽快解决

污水跑冒问题。

一日两次“拾金不昧”
环卫工传递寒日温暖

污水井频繁跑冒
业主直呼“太脏了”

时报讯（记者 张智）蓝天白云，晴空万

里。17 日，新区正式乘上了升温的小火

车，然而周一夜间还将迎来小插曲——一

场零星小雪。降雪过后，气温将直线回升，

预计周内最高气温将达10℃。

17日，新区天气晴好，阳光灿烂，最高

气温虽然只有 5℃，但户外已是暖意融

融。据滨海新区气象台预报，18 日夜间，

新区又将迎来今冬的“第三场”降雪，不过

由于冷空气势力较弱，所以此次降雪也会

相对较弱，只有零星小雪的量级。

受降雪影响，18日最高气温将回落至

3℃。从19日开始，新区气温将持续回升，

预计21日最高气温可达10℃以上。但最

低气温依旧较低，昼夜温差较大，提醒大家

需注意保暖。

周一还有降雪
雪后气温骤升

聚焦开学季

孩子的压岁钱怎么用
新区家长倾向用作教育和健康“储备”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和寒假，
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开心的事莫过于
收到压岁钱。昨天，围绕新区的孩子
过年收到多少压岁钱和压岁钱怎么用
的问题，记者在滨海新区一个400多
人的亲子群里做了一份随机调查。

收多少？
奶奶 2000 元、姥姥 2000 元、太奶奶

500元、姑姑200元、舅舅200元……假期

结束返回新区，回东北过年的赵女士仔细

一清点，一个春节两个娃收到的压岁钱竟

然将近15000元。身为“80后”的她不禁

感慨：“我小时候老人给的压岁钱都是十

块二十块，连一百的都很少，如今翻了不

只十倍。其实压岁钱就是长辈送给孩子

的一份祝福，没必要给太多，心意到了就

好。”赵女士也提到，由于夫妻双方的亲友

都比较多，孩子收红包收到手软，她和老

公发红包也是发到手软。“尤其是二孩时

代，参加工作的单身舅舅和姑姑们就有些

‘亚历山大’啦。”

根据《维度》联合腾讯理财进行的调

查显示，猪年春节近一成孩子春节收到

的压岁钱过万元，超三成的孩子收到的

最大一笔压岁钱超过了 1000 元。数据

还显示，近二成受访者表示春节压岁钱

累计支出超5000元，甚至有超三成的受

访者发出的单笔压岁钱超过1000元。

记者在新区采访时了解到，孩子的

压岁钱主要来源于“四老”和父母，份额

从500元-2000元居多，而叔伯姨舅等亲

友的份额基本在200元到500元之间，最

少的也是100元。根据参与调查的家长

反馈粗略统计，一个春节下来，新区孩子

们的压岁钱从两三千元到七八千元不

等，五千元上下的约占五成，个别孩子的

压岁钱甚至超过万元。

怎么花？
数额庞大的压岁钱，应该怎么花？

《维度》调查显示，超七成父母都会将压

岁钱收走，其中超2成父母对孩子的压岁

钱并没有明确规划，只是直接“充公”。

时报记者采访中，也有近7成家长表示自

己是孩子压岁钱的“直接保管人”。其他

家长则表示，压岁钱有的被孩子们用来

购买图书和学习用品等，有的被父母存

进银行作为教育或健康“储备金”。

“带他俩到银行亲自存钱，从小培养

理财意识。你要问我闺女压岁钱怎么花，

她一定会告诉你留着上大学。”家住新港

的於女士拥有一对可爱的龙凤娃，今年5

岁。这个春节，兄妹俩各收到亲友赠送的

压岁钱5500元，而这笔“不菲收入”，前天

已在俩娃的全程参与下存入了他们各自

的个人银行账户中。於女士告诉记者，每

年娃收到的压岁钱都有五六千元，从孩子

出生的第二年起，她就到银行分别为兄妹

俩开通了三年期的定存账户，并在每年过

年后将收到的压岁钱分文不少地存入该

账户中。“不光压岁钱，我每个月开工资的

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俩存钱，作为他俩上

大学的生活费。”於女士告诉记者，不仅压

岁钱悉数“入账”，她还坚持每个月给兄妹

俩各存入500元“大学储备金”。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除了像於女

士一样将孩子的压岁钱存入银行作为

“教育储备金”之外，还有不少家长将孩

子的压岁钱用于缴纳孩子的商业保险。

记者 杜红梅

“我觉得压岁钱不应交给父母，

他们可以监督，由我们进行支配。”16

日上午，在杭州道街静安里社区的

活动室里，一场关于“压岁钱该不该

上交”的主题辩论赛正在进行。由

六名小学生组成的战队对阵由妈妈

组成的家长队，双方论点明确，论据

充分，十分精彩。最终，孩子队凭借

清晰的头脑和严谨的答辩，获得最终

胜利。 记者 马兰 摄影报道

各大商场近日大做“开学季”文章，

大到电子产品、衣物，小到铅笔、橡皮。

那么，在新区，什么最受学生党的青睐

呢？记者对新区近50位学生家长进行

调查得知，根据学生所在年级的不同，

开学购买的装备也有所不同。其中，小

学生开学爱买文具，中学生爱买课外辅

导书、衣服，大学生则倾向于购买衣物

和电子产品。

小学生家长何女士告诉记者，自家

孩子每年开学必买的主要就是文具，尤

其是书皮。大点的开销则是书包。“现在

不少孩子都有攀比心理，一到新学期班

里的同学都背新书包，孩子也要求买，虽

然书包还能用，但是也不好让孩子觉得

自己不如别人。”何女士说。

而对于中学生来说，他们开始逐渐懂

得追求时尚，虽然在校期间学校都要求穿

校服，但买新衣依然是不少中学生的新学

期愿望。记者调查了解到，大部分中学生

都是自己购买文具，不需家长操心。至于

电子产品方面，因为学校普遍不让带手机

进校园，所以并非必买选项。

相反，大学生则成为了“开学季”购

买电子产品的主力军。其中最受大学

生欢迎的电子产品就是手机和电脑。

不少大学生告诉记者，寒假因为亲戚们

都给了压岁钱，手头比较宽裕，所以正

是购买电子产品的好时机。而除了电

子产品外，衣服也成为不少大学生开学

前的必买选项。“开学后买还得专门找

父母要钱，趁着现在在家，父母还能给

参谋参谋，所以得抓紧机会多买一些。”

大学生小魏说。 记者 韩春霞

今天，新区各中小学正式开学，为

进一步均衡学校周边道路交通流量，提

高道路通行能力，缓解道路交通拥堵，

18日开始，开发区部分校园周边道路新

增全天候单行道。

新增以下道路实行全天候单行：

开发区国际学校南侧晓园路（黄海路

至晓园西路段）实行由东向西单向行

驶，禁止机动车由西向东行驶；开发区

实验学校北侧宏达街（盛达街至太湖

东路段）实行由东向西单向行驶，禁止

机动车由西向东行驶；开发区实验学

校南侧发达街（盛达街至太湖东路段）

实行由西向东单向行驶，禁止机动车由

东向西行驶。

违反规定的车辆将受到罚款 20 元

至200元，并扣3分的处罚。 记者 马兰

“孩子，妈妈对你太严厉了”“爸

爸要反思自己，给你更轻松的学习环

境”……2 月 17 日，在新村街道和塘

沽二中绿帆俱乐部共同主办的一场

活动上，通过现场情景模拟，很多家

长留下了热泪，换位思考让他们增加

了对孩子的理解。

在情景模拟环节，一名家长体验

孩子角色，坐在椅子上，而其它家长

则排成一队轮流对其“发难”。“作业

还没写完，怎么又玩儿上了”“你看你

们班小乐，又考了前十名，你呢？”“数

学成绩上不去，准保上课又开小差

了”……一番说教下来，体验孩子角

色的家长已经不堪“语言暴力”，低头

捂住了耳朵。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随着教育部学生减负政策的推行，

如何将假期真正还给学生成为了许多

学校共同思考的话题。记者了解到，比

起往年，大多数学生的寒假作业数量均

有所减少。而没有寒假作业困扰的这

个寒假，也让孩子们增加了不少欢乐。

甜甜是居住在生态城的一名二年

级学生。今年寒假，她所就读的学校推

行“零作业”模式，放假未留任何寒假作

业。开明的爸爸妈妈给她安排了新马泰

旅游路线。“爸爸妈妈希望我可以快快乐

乐地度过寒假。”甜甜说，为了记住自己

第一次出国的经历，她主动写起了日记，

记录旅行中遇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事物。

虽然不少字尚用拼音代替，但丝毫不影

响她的写作热情。甜甜说，虽然这个寒

假没写作业，但收获一点儿也不少。

不同于往年，家住开发区的小杨再

也不用在开学前夕疯狂补作业了。今年

的寒假作业，老师既没有留让他厌烦的

手抄报，也没有令他抓耳挠腮的周记，甚

至连重复性的练习作业也比往年少了很

多。原来，老师今年本着“求精不求多”

的原则，开启了“趣作业”模式。以英语

为例，除了留少部分练习题外，只留了一

份英语配音作业。学生可选择自己喜欢

的电影或动画片，为里面的人物配音。

小杨说，他特别喜欢老师布置的这些“趣

作业”，一点都没有压力。

作业变少的寒假，也让回老家过寒

假的孩子们撒了欢儿。在新区一所小

学读三年级的豆豆老家在甘肃。以往

的寒假，豆豆只能在过年的时候随父母

回老家待上一周，过完年就跟父母回

来了。今年则不同，考虑到作业不多，

妈妈将他送回了老家。每天早晨天不

亮，豆豆就跟着爷爷去放羊。他还和村

子里的小伙伴建立了友谊，在他们的帮

助下学会了制弹弓。“感觉老家总有得

玩，根本想不起来玩电脑、看电视。”豆

豆说。 记者 韩春霞

社区辩论赛 讨论压岁钱 “开学季”都买啥？

服务资讯

部分校园周边道路
今天开始变单行路

轻轨启动“开学模式”
学生可用优惠票乘车

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津滨轻轨9

号线针对开学后可能引发的客流快速

增长的情况制定应对措施，今起将全面

进入“开学模式”。

津滨轻轨9号线建议学生使用学生

优惠票乘车，不但节省进站时间，且可

享七折的票价优惠。.

记者 马兰

假期过得怎么样？
不用在开学前疯狂补作业 也根本想不起来玩电脑

亲子亲子换位换位
增进了增进了解解

延伸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