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地皮皮虾本周开始陆续少量上

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尝鲜。今年36岁

的渔民李先生告诉记者，他昨日 5 时

出海，赶在 11 时靠岸，捕捞上来的皮

皮虾数量只有六七斤。此外，他还捕

到了一些梭鱼、海鲶鱼以及海螺。“天

气还没真正热起来，还没到皮皮虾大

量上市的时候，所以现在比较少。”李

先生说，皮皮虾近日的市价在每斤60

元左右。

即使价格相对较高，仍有不少市

民前来尝鲜。李先生的船靠岸不到半

小时，所有的海货就被抢购一空。

有着多年捕鱼经验的北塘渔业队

队长告诉记者，预计下周开始，本地皮

皮虾才会大量上市，到时价格也会有

所回落。

文/记者 韩春霞 图/记者 贾磊

新区皮皮虾上市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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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张智）3月19日，记者

从滨海新区气象局获悉，20日至23日，

新区将出现寒潮天气，过程降温幅度可

达12℃。

今日最高气温较昨日下降10℃，夜

间还将迎来一场小雨，预计降雨量在1-

3毫米。21日和22日夜间，陆地将有偏

北风 5-6 级阵风 7 级，同时最高气温继

续下降至13℃，两天累计降温12℃。22

日至24日，气温缓慢回升，最高气温为

15℃至18℃。

新区将迎寒潮天气
累计降温12℃

时报讯（记者 马兰）天津轨道交通

2019年一日票、三日票将于3月21日正

式发行，使用该票可在 24/72 小时内无

限次乘坐地铁。津滨轻轨9号线也可使

用该票。此票适合来津游玩的外地乘客

或短期内多次搭乘地铁的市民使用。

据介绍，一日票每张 15 元，自首次

刷卡激活起24小时内可无限次乘车；三

日票每张40元，自首次刷卡激活起72小

时内可无限次乘车。广大市民可前往天

津轨道交通路网任意车站咨询办理，该

票首次激活有效期截至2019年12月31

日该票不可充值、不可退换，出站后不回

收，乘客可留作纪念。

坐轻轨可用“日票”了
将于3月21日发行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今年的 4 月

2 日是第十二个“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

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让爱来，让碍

走——为自闭症孩子创造一个就学、就

业、出行无障碍的社会环境。”3月30日

下午，滨海新区祥羽自闭症康复中心将

在于家堡堡子里21文化创意社区1层举

办“蓝色无碍日”大型线下融合倡导宣传

公益活动，让新区的自闭症群体及家庭

享有“有尊严、无障碍、有品质”的生活，

让更多人了解自闭症，让自闭症群体就

学、就业、出行、生活无障碍。

即日起，滨海新区祥羽自闭症康复

中心启动“蓝色征集令”，面向新区爱心

企事业单位和家庭招募活动现场主持

人2名、现场志愿者300名、爱心义卖摊

主 50 组，建议以团体及家庭方式集体

报名。

“蓝色征集令”启动
招募爱心人士帮助“星娃”

◎活动时间：
3月30日14:00-16:00

◎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3月28日17:00

◎报名电话：
25346265/13312193931 李老师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每次从这里路过

我都要躲着走，生怕被砸到。”近日，家住大港

地区兴旺里社区的刘女士向记者报料，永明路

与凯旋街交口附近的一根警示牌发生倾斜，给

过往市民带来安全隐患。

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来到该路口，

在附近的便道上，看到了倾斜着的警示牌，牌

子上写着“停车入位，违者摄录”字样。记者在

一旁观察发现，很多骑车路过的居民都会低头

穿过该警示牌，而在此进行清扫作业的小型清

扫车也避而远之。

记者随后联系到了大港街街道办事处。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随后即会请城管大队工作

人员赶往现场进行维修。昨日，记者再次来到

这里，发现这根警示牌已被扶正，安全隐患被

消除。

警示牌变“罗锅”
行人经过都得躲

时报讯（记者 温暖）近日，家住中新天津

生态城宝龙城小区的业主叶女士向本报热

线反映，该小区自从 2016 年交房开始，门禁

几乎处于停用状态，始终不见物业人员前来

维修。

叶女士告诉记者，她是该小区的首批入住

业主。小区自2016年交房后，门禁系统一直

形同虚设，也不见有人前来维修。“之前楼里业

主入住得少，租户又多，大家都比较担心安全，

但是反映了几次都没人修。”叶女士说，门禁形

同虚设，导致外来人员能够随意进入楼门，给

小区安全带来了隐患。

随后，记者从该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处获

悉，由于前期业主、租户使用不当造成了单元

门损坏，从而导致门禁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目

前物业正在对小区的门禁情况进行登记。对

于可以维修的门禁系统，将会尽快维修，无法

维修的将会尽快统计并由地产公司统一更换

单元门。后期，物业也将加强管理工作，尽力

杜绝安全隐患。

门禁形同虚设
业主急盼修复

时报讯（记者 田敏 摄影报道）“小区东门

的人行道路面破烂不堪，行人通行十分不便。”

近日，市民吴先生致电本报热线称，首创国际

城小区东门的人行道路面坑洼不平，尘土飞

扬，不仅环境差，而且影响市民出行，希望相关

部门尽快修复，保障市民出行。

吴先生称，2018年下半年开始，首创国际

城小区东门人行道因为周边学校的建设受到

破坏。“每天送孩子经过那条路都是尘土飞扬，

坑坑洼洼。”吴先生说，下雨天路面泥泞不堪，

下雪天行人容易滑倒，“希望施工单位能尽快

恢复此路段路面原貌，以免进入雨季后，更加

影响市民通行”。

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滨海高新区回复

称，市民所反映的路段位于河北西路与宝山

道交口西南侧，人行道规划为首创国际城小

学开口，现仅供行人临时通行，该学校为新区

教体委组织建设施工，预计于 2019 年 6 月底

完工。现经协调项目建设方，对该人行道开

展平整、维修等工作，预计 2019 年 3 月 20 日

完成。

人行道路面破损
市民出行很不便

时报讯（记者 马兰 通讯员 吕思雨）3月

18日中午，第七大街与黄海路交口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由于车辆被撞变形，司机被卡在驾

驶室内。幸好消防队员及时赶到，司机才被

救出。

3 月 18 日 12:31，第七大街与黄海路交

口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货车和一

辆蓝色小客车发生相撞。由于猛烈的撞

击，蓝色小客车发生严重变形。“蓝色轿车

司机被困车内，处于受伤昏迷状态，没有办

法自主脱离驾驶室，所以我们到达现场后

展开营救。”消防队员说。消防队员利用破

拆工具将蓝色轿车门破拆后，成功救出了

受伤的被困司机。随后，受伤司机被送至

医院进行救治。

据了解，事故是由两辆车抢灯导致。货车

司机从黄海路北行驶到第七大街东时，信号灯

处于黄闪状态，而此时，蓝色轿车司机在红灯

即将亮起时，从黄海路南行驶到第七大街北，

当时双方都在争抢通行，加速行驶，这才导致

交通事故的发生。

司机撞车被困
原是抢灯所致

记者从滨海公交集团了解到，针对

乘客在公交车上突发疾病的情况，他们

对司机有统一的规定：司机必须立即停

车，并且拨打120以及110报警电话等待

救援。但如果乘客情况紧急，现实条件

也允许，司机还是应该以抢救病人为先，

可以临时改道将病人送往医院。

记者 田敏

唐诗、宋词、现代散文……在怡然社

区诗歌朗诵班，这些文学作品被平均年

龄达73.5岁的老人们诵读着，别有一番

韵味。

诗歌朗诵班老师杨跃珍告诉记者，

2017年怡然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成立

后，她突然萌生一个成立诗歌朗诵班的想

法，得到了社区的认可。于是她说干就

干，2017年11月17日，诗歌朗诵班正式成

立。杨跃珍每天认真备课，且采取灵活多

样的教学方法，让大家自由读、分组读，并

定期举办读书活动，既活跃气氛又调动学

员积极性。如今，大家不仅能随口说出诗

词名句，还能根据诗歌编情景剧和歌舞，

并能根据自身感悟创作诗歌。

“我们不当‘中国大妈’，我们争做

‘新潮老人’。教育人要从心灵入手，自

从参加了诗歌朗诵班，我们的整体素质

都在提升，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给我们

带来的最大影响。”学习委员冯惠荣深有

感触地说，诗歌朗诵班在怡然社区可谓

家喻户晓，学生人数已由最初的1人发

展到如今的62人。

在诗歌朗诵班，除了每周一、周五的

固定上课时间，其余时间大家也是“绑

定”在一起。谁家有个难事了、谁心里有

点委屈了，大家都会伸出援手。

诗歌朗诵班学员任阿姨今年 76 岁

了，长期一个人生活，情绪经常低落。

过年期间，班干部一行人来到任阿姨

家，一起包饺子、一起诗朗诵、一起唱歌

跳舞……经过一天的时间，任阿姨紧锁

的眉头渐渐舒展。“我们没有带任何礼

物，但是我们能给她带来欢乐，让她知道

她并不孤单，有我们一群人和她抱团养

老。”班长程嘉凤说。

冯惠荣认为，争做“新潮老人”不是

一个人或一个团队的事，她们希望在提

升自己的同时，让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为此，她们不遗余力地参加各种公益志

愿服务活动。

“端午节，我们给辖区官兵包粽子、

做鞋垫；入伏后，我们给环卫工人做套

袖；节假日，我们给大港自闭症康复中

心的孩子们包饺子……在社区里，我们

不仅是诗歌朗诵班的学生，还是创文志

愿者。”冯惠荣告诉记者，在做志愿服务

时，虽然她们付出了辛苦，但也收获了

快乐。

“诗歌朗诵班通过学习淬炼了学员

的思想，锻造了我们的灵魂，改变了我们

的精气神，我们不再做‘中国大妈’，我们

要做‘新潮老人’。”杨跃珍说，“与此同

时，我们走到哪里，文明的风气就要带到

哪里！” 记者 张爱萌

平均年龄达73.5岁 每周定时学习诗朗诵

“新潮老人”在诗歌中抱团养老

“滔滔江水蜿蜒流淌，涌动着
中华儿女的聪明才智；滚滚黄河咆
哮奔腾，澎湃着亿万人民的爱国情
怀……”气势磅礴的朗诵诗歌声日前
从海滨街怡然社区活动室传出。在
这里，无论老师还是学生，个个精神
抖擞，洋溢着幸福的神情。

记者记者 张爱萌张爱萌 摄摄

3月18日15:30，在927路公交车上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女乘客在公交车厢内
突发疾病，手脚抽搐、身体僵硬，无法说话。紧急情况下，公交司机郭俊良以及车内5
名乘客立即对发病女乘客展开施救。郭俊良在征得乘客同意后，将公交车临时改道，
仅用5分钟将乘客送至医院抢救。19日，女乘客已转危为安，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女乘客突发疾病
公交车变身“120”

19 日，司机郭俊良回忆道，当天他

驾驶公交车从郭庄子民营园开往大港

石化产业园，运营到大港老客运站时，

车上一位女乘客表示晕车难受。“我当

时提醒她如果晕车不舒服，可以先下

车。”还没等郭师傅停下车，车上有乘客

大喊“快来看看，不太对劲”。郭师傅立

即停车查看女乘客情况，此时女乘客躺

在座椅上，虽然意识清醒但无法开口说

话，而且手脚出现抽搐，身体也变得僵

硬，脸色苍白。“赶紧去医院吧，这样不

行。”周围的乘客都围上来关心着这名

女乘客。

“打车去或者等救护车我怕耽误时

间，我们必须抢时间！”郭俊良立即征询

车内乘客意见。在得到车内所有乘客的

一致认可后，郭俊良立即驾车仅用5分钟

便赶到了大港中医院。由于患病女子身

边没有家属，为了节约抢救时间，郭俊良

立即弯腰背起女子往急诊科跑。

“有两名乘客一直陪伴左右，帮我把

患者送进去，并一直等到患者家属来才

一起离开。”郭俊良说，乘客的反应让他

十分感动，“大家齐心协力就像一家人，

就像帮助一个大家都认识的朋友”。

19 日，记者联系到了被救助的女乘

客张女士（化名）。她告诉记者，自己一

直有晕车的毛病，近两天又感冒不舒

服，所以才会出现抽搐的情况。“当时我

知道大家都在帮我，但我说不了话。”张

女士说，其实全程她都有意识，司机郭

师傅以及其他乘客在身边安慰她、鼓励

她，最后一起将她送往医院的过程她也

都清楚，一直想说一声谢谢，但就是说

不出来。“如果不是他们及时将我送到

医院，还不知道会酿成什么后果，太感

谢这些好心人了！”张女士说，大家耽误

了自己的时间齐心协力去帮助一个陌

生人，这种精神很难得，也让她感到很

温暖。

记者了解到，近日新区已连续发

生两起乘客在公交车上突发疾病的案

例。除了张女士遇到的险情，3 月 12

日，937路公交车上有位乘客突发脑出

血，司机也是立即驾驶公交车将乘客

送往医院救治。

记者采访了解到，公交车乘客以老

年人居多，突发疾病患者也集中在中老

年人群。那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身

边没有家属陪伴的情况下，老年人应该

注意哪些呢？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急

诊科相关医生介绍说，在公共场所，尤

其是公共交通这些密闭空间中，心脑血

管类疾病属于高发病，并且致死率较

高。这类病以前发病人群多为老年

人，但近几年有年轻化的趋势。“以前

是五十岁以上人群较多，现在四十岁

以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也很多。”医

生表示，心脑血管病诱发因素多样，比

如剧烈运动、情绪高涨、过度紧张或者

突然过冷都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因

此建议高血压患者每天监测血压、按时

吃药，在出门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保

证自己血压处于平稳状态。而心脏病

患者要注意随身携带硝酸甘油和速效

救心丸等救急药品。如果突然发现胸

憋、胸痛、牙痛、上腹痛或者左肩部无

力，那就可能是心脏病发作的前兆。

此时应避免继续活动，尽快服用药物。

仅用5分钟送至医院 全车乘客齐心救助

医
生
提
醒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心脑血管疾病易发作 相
关
说
法

公交集团支持司机
以抢救病人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