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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御诺如病毒有门道儿②
健康讲堂

三、家庭预防措施

1.注意洗手卫生，用肥皂和清水认

真洗手，养成正确的洗手方法及良好的

卫生习惯。

2.注意饮食、饮水卫生，不吃生冷食

品或未煮熟的食物，并做到生熟食分开

存放和加工，提倡喝开水。

3.水果和蔬果食用前应认真清洗，

贝类海产品应深度加工后食用。诺如病

毒抵抗力较强，在60℃高温或经快速汽

蒸仍可存活。

4.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每天最好开

窗通风2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尽量不

要去人群密集的地方。

5.当孩子发生呕吐、腹泻时，家长切

勿盲目使用抗生素，避免抗药性的产生，

应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就诊，通过病原学

检查来确诊后，由医生制定对应的治疗

方案，做到对症处理。

6.如果家中有人感染了诺如病毒，

出现呕吐或腹泻后，要按照正确的方法

及时对被污染的家具、地板和衣服进行

消毒—先洒上 84 消毒液等含氯的消毒

液，用纸巾、抹布等遮盖物覆盖30分钟，

再行清理。清理时应戴上橡胶或一次性

手套，并在清理后认真洗手。

滨海新区疾控中心

时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滨公轩）“男

友”帮忙申领基金？一位女士深陷网恋陷阱，

在对方糖衣炮弹的攻势下被骗2万余元。近

日，新区大港警方接到报案后，通过侦查，成功

抓获三名犯罪嫌疑人。

2018年5月，滨海公安大港分局胜利派出

所接报案，王女士称自己被骗2.4万元。她告

诉民警，2018年年初，自己在某社交平台上结

识一名男子，在一段时间的交流后，二人互加

了微信。之后，该男子对王女士嘘寒问暖并提

出与王女士交往，王女士同意了对方的请求。

之后，该男子和王女士提起自己在一家金融机

构工作，且目前有条件领取一个价值20万元

的基金，希望王女士不要错过。起初，王女士

将信将疑，对方便立刻发来自己的身份证、从

业资格证等证件，王女士这才打消了顾虑。按

照“男友”的要求，想申领基金须先缴纳保证

金。王女士按要求转账后，对方又要求缴纳手

续费。一个月下来，对方巧立名目让王女士交

了2.4万元。意识到不对劲的王女士不禁产生

怀疑，“男友”再次用甜言蜜语稳住王女士，直

到2018年5月，当王女士再次联系“男友”时，

发现自己已被拉黑，这才赶紧报案求助。

“男友”布下网恋陷阱
“申领基金”被骗钱财

时报讯（记者 许卉）居民在小区里私搭兔

子窝，兔子窝附近还开辟了菜地。日前，泰达

街雅园社区联合泰达街综合执法大队五中队

对发生在雅园小区的这桩违建进行了治理。

原来，开发区雅园小区一户居民在小区绿

地里搭建兔子窝，养了不少兔子，兔子窝周围

散落的饲料影响了环境卫生，且随着天气渐

暖，兔子窝散发出的异味也给小区居民带来了

困扰。除了私搭的兔子窝，该居民还在兔子窝

旁边的绿地上开辟了一块菜地，将公共绿地当

成了自家菜园。

上周，雅园社区居委会在得知情况后，第

一时间与该户居民进行了沟通，当事人认识到

自己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规，表示愿意配合执

法人员拆除违建。因此，在泰达街综合执法大

队五中队执法队员的耐心劝说与普法之后，该

户居民自行清理了违建，处理了菜地。执法队

员们也帮忙拆除了兔子窝以及周边搭建起来

的架子，共清除了一卡车的垃圾。

私搭兔窝影响环境
执法队员耐心劝拆

时报讯（记者 马兰 通讯员 姚贵 摄影报

道）近日，杭州道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在辖区巡

查时，发现一处活禽店在小区内“悄悄”开张

了，而其所处位置并不是正式的门脸房。

这处违规营业的活禽店位于唐山里小区

车棚外跨楼梯的“楼梯间”。“这个楼梯间是车

棚的承租人私自封堵的，承租人反映总有人在

此随地大小便。其封堵以后就对外出租，属于

违法建筑。”执法大队负责人介绍。

执法人员也曾制止过楼梯间对外出租的

行为，可相对人觉得“风头已过”，就又把楼梯

间出租给他人开了活禽店。记者在现场也看

到，整个楼梯间长约 10 米，面积不到 20 平方

米，现场还有煤气炉和宰杀活禽使用的工具，

既杂乱又存在安全隐患。

据执法大队负责人介绍，活禽店已是违规

经营，相对人还私自搭建违法建设用于出租，

这些都属于违法行为。随后，杭州道街道综合

执法大队按程序将活禽店清除，并对私自搭建

的楼梯间进行了封堵。

私自封堵楼梯间
竟然开起活禽店

楼梯间已被封堵楼梯间已被封堵

时报讯（记者 许卉）日前，泰达街紫

云社区“周二公益小课堂暨三点半课堂”

正式开课。以后，每周二下午放学后，孩

子们都可以到社区上书法课。

记者了解到，如今在紫云社区，除了

有适合孩子们的公益小课堂，还有家庭

教育讲座、亲子互动等，旨在打造活力社

区，提升亲子关系。

周二15:30，位于紫云社区服务中心

的“三点半课堂”准时开课，15名小学生

放学后直奔社区，跟着老师认认真真上

起了硬笔书法课。上课前，社工们帮忙

准备好了桌椅，家长们也主动加入帮忙

布置。17:00，当日课程结束。记者了解

到，“周二公益小课堂暨三点半课堂”每

周二下午开课，一直持续至今年10月。

其中，3月、4月的授课内容是硬笔书法，5

月、6月是素描专项训练班，9月、10月是

国画集训班，每一项内容都有8次课程。

该项目是紫云社区专为孩子们打造的免

费公益课堂，由教育机构的老师前来授

课，让孩子们在社区就能学习课外知识。

负责该项目的社工王艳征告诉记

者，去年社区就组织过这样的课后服务，

当时报名人数过多，还对参与人员进行

了选拔，结课时老师也将孩子们的作品

集送给他们，当做“毕业礼物”，孩子和家

长都很喜欢。于是，今年作为公益创投

项目，“公益小课堂”再度开课了。得知

消息后，不少家长积极报了名，家长们认

为，一方面解决了孩子课后托管问题，另

一方面也让孩子们学了知识。

此外，报名参与公益小课堂时，家长

要签署承诺书，保证孩子的出勤率，并需

征求孩子的意见，确保在孩子感兴趣的

情况下学习。

时报讯（记者 许卉）手拉手，一起奔跑。日

前，祥羽孤独症康复中心的孩子们受邀走进开发

区国际学校，与普校同学们共同体验校园生活。

绿茵场上一起奔跑，音乐教室里一起唱

歌，体育课上一起跑跳……“星娃”们开心地体

验着每一个环节。为了迎接“星娃”们的到来，

开发区国际学校的老师们用心安排了每一节

课，学生们也静静地陪在“星娃”身边，拉起他

们的手一起唱歌奔跑，一起上课听讲，气氛融

洽，过程中充满快乐。

据悉，本次“友爱校园行”活动是祥羽孤独

症康复中心与开发区国际学校的爱心系列活

动之一，旨在增加学生之间的互动，并感知融

合和多元的理念，让每个孩子在融合教育中得

到同样的尊重和关注。

“星娃”进校园
体验新生活

“三点半课堂”开课了
社区可以公益“托管”

气温要“跳水”
延时供暖很给力

供热企业科学调温应对供热期延长

■ 时报记者 张智 报道

供暖
保证室内温度达标和平稳

记者从供热企业了解到，他们已经做

好相关应对工作，保证接下来一段时间的

供暖温度。

天津能源集团滨海热电公司供热服

务管理一处主任姚阳介绍，延长供暖期间

公司将继续做好供热工作和服务，并根据

天气和室外温度的变化，积极调整供热设

施的供水温度，保证室内温度达标，让群

众真切体会党和政府的温暖。

“科学供热，既能保证广大居民合理

的用热需要，也是建设生态文明、避免能

源过度使用和浪费的重要手段。为了保

持室温相对稳定，我公司会根据室外气温

情况自动调整供热系统的供水温度，天气

越冷，供水温度越高；天气越热，供水温度

越低。目的是室内温度达标和平稳。”姚阳

介绍，当前本市室外温度相对较高，科学调

节室内温度才更有利于用户的身体健康。

此外，针对目前部分用户通过摸暖气

片的“手感温度”就判定供热效果的情况，

姚阳也解释道：“根据天气变化整体考虑，

暖气片的表面温度会时高时低。确认供热

效果主要看室内温度，而不是暖气片温度。”

天气
本周气温将迎“跳水”

“供暖季”进入倒计时，除了延长供

暖，天气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3 月

下旬，冷空气会不会“嗖”地一下杀个“回

马枪”？

最近几天新区气温持续回升，不仅仅

是春意渐浓，甚至都能嗅出几分夏天的味

道。不过，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影响，新区

气温将迎来“跳水”，最大降幅达9℃。

据滨海新区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周

初两天，新区气温将持续上升趋势，19日

最高气温有望达到23℃。20日前后又有

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气温还将面临“跳

水”。从预报数据来看，20日最高气温将

回落至 14℃，较前一日下降 9℃，同时伴

有大风。21日、22日气温缓慢回升，但到

周末又将有冷空气来袭，届时又将迎来明

显降温。

3月是冬季和春季转换的一个月，冷

暖空气势力相当，频繁交替。提醒大家注

意气温变化，不要过早收起棉衣。

3月14日，天津市供热管理中心发
布《关于2018-2019采暖期延期供热
的通知》，为保障广大群众温暖过冬，经
市城市管理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气候
会商，并报请市政府批准，决定2018-
2019采暖期延长至3月31日24时。

延长供热消息发布后，引来广

大新区市民的夸赞。

“昨天还在说温度升高延长供

热没必要，没想到马上就要降温

了！”家住东海云天的张女士告诉

记者，听说又要降温了，幸亏供热

期延长了，否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又该挨冻了。

“真心感谢政府的好政策。我

们要把政府的关怀化作前进的动

力，努力为新区的发展作出力所能

及的贡献。”这是名为“平平淡淡”

的网友在时报微信平台上的留

言。还有网友表示：“终于盼来了4

月1日才停止供热。”

记者 田敏

延
伸
阅
读

延长供热
市民点赞

按照天津市公安局统一部署，2019

年3月20日开始禁止无牌照的电动自行

车上路，交管部门将上路检查，对驾驶

无牌无证二轮电动自行车人员进行劝

导，如不听劝导、不及时给电动车安装

牌照，警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予以警告、罚款、扣留非

机动车等相应处罚。

滨海新区公安局治安支队七大队

负责二轮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工作的

何伟介绍称，滨海新区免费电动车上牌

分为两种，一种为“白牌照”（正式牌

照），目前已登记上牌 127000 余辆；“黄

牌照”（临时牌照）目前已登记上牌

76000 余辆，共计 203000 余辆。他提醒

市民注意，如果车辆属拼装、改装，或车

辆长度超过1.85米，将一律不予办理二

轮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

今年 4 月 15 日起，国家将执行二

轮电动车的新国家标准，届时滨海新

区二轮电动自行车“黄牌照”将停止上

牌，而“白牌照”也将严格按照新的国

家二轮车标准进行上牌。不符合规定

无法登记上牌的二轮电动车今后将不

能正常上路行驶。因此提醒市民注

意，一定要购买符合新国家标准的二

轮电动车。 记者 张玮

新区目前已有20余万辆电动自行车上牌照

无牌照电动车将禁止上路

◎买的车不达标怎么办？
4月15日，电动车新标准正式实施

后，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不符合新标

准的电动自行车，将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当

地实际情况，制定出妥善的解决办法，

通过自然报废、以旧换新、折价回购、发

放报废补贴、纳入机动车管理等方式，

在几年内逐步化解。

近日天气晴好，乘坐海河游船游览新区

春景的游客络绎不绝。船在河中走，远眺两

岸景，勃勃生机尽收眼底。游客们在船上赏

两岸春色，聆听讲解员的细致讲解，享受着

春日美景的同时也感受着新区日新月异的

发展。 文/记者 许卉 图/记者 贾成龙

两岸春色
尽收眼底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刘
瑞海）“虽然钱不多，但是能主动想着返

还的，还是应该感恩。”昨天，市民郎先

生致电本报热线，向主动返还误充话费

的大港市民王女士致谢。

原来，前天17时左右，市民郎先生

给自己手机充话费时，误将尾号6输成9，

将100元话费充进了陌生账户。等他发

现话费充错了之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给对方打了一个电话，将事情讲清楚后

他表示，对方只返还一半话费即可，另一

半作为酬谢。可是，家住大港地区的机

主王女士却不这么想，得到“外财”的王

女士在收到话费时不仅没有高兴，反而

因为联系不上这位“马大哈”正在着急。

终于等到儿子下班回到家，她让孩子尽

快想办法找到这位“失主”，正在娘俩束

手无策时，郎先生电话打进了王女士手

机里，解了王女士的急。王女士谢绝了

酬谢，立即让儿子将100元钱用微信转账

方式转还给了朗先生，让郎先生心里顿

生暖意。

“听说过一些充错话费要不回来的

案例，没想到我的话费返还回来了，主

动给对方酬劳还被拒绝了。”郎先生告

诉记者，虽然是件小事，但希望通过本

报致谢的同时，让市民多关注身边的温

暖小事，让正能量传遍滨海。

把9当6误充话费
对方主动返还钱款

◎上牌有什么用处？
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后，公安机

关可通过牌照、行驶证（IC卡）、车架号

（15位编码）、电机号、照片等数据资料

开展侦查工作，将为追回被盗车辆提

供极大帮助。

◎上牌时别忘带身份证明
从3月20日起，新区将对无牌照电

动车上路行为进行劝导，如不听劝导将

会根据相关规定予以警告、罚款、扣留

非机动车等相应处罚。警方提醒市民，

无牌照电动车需尽快上牌，上牌时车

主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可

以是身份证、军官证、台胞证、港澳台

通行证、外国公民护照等。

◎牌照丢失或毁损怎么办？
已申领牌照的电动自行车，如果

电动自行车牌照丢失或损毁，车辆所

有人应及时持身份证到原发证地所属

公安非机动车管理分所补办电动自行

车牌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