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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来了火烈鸟！

时报讯（记者 张智）昨天上午，
滨海
新区天气晴好，风力不大，体感舒适，最
高气温回升到 22℃。
据 滨 海 新 区 气 象 台 预 报 ，未 来 两
天，新区气温将持续回升，预计到 17 日
最高气温将达到 28℃。然而，17 日夜
间到 18 日，新区将再次迎来冷空气，
并伴随 10℃左右的大幅降温，同时伴有
4-5 级大风。预计，周末最高气温将重
回 15℃。

汉沽飞镲进校园
本土文化有传承

记者 贾磊 摄
时报讯（记者 刘芸）汉沽飞镲这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前走进滨海新区汉
沽茶淀小学，由飞镲传人当师傅，将飞
镲从广场搬进校园，并量身定做了适合
学生演练的飞镲。这不仅让更多人传
承了本土民俗艺术，也为校园活动增添
了新血液。

汉沽滨河公园要变样儿了
预计今年 7 月底完工 蓟运河畔将呈现绿荫浓浓的市容景观
■ 时报记者 陈西艳 报道
新建灌溉系统，绿化提升，改造游
园……记者昨日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园林建设管理室了解到，今年，汉沽滨
河公园将实施公园提升、绿地上水安
装、侧石更换等的提升维修工程。工
程完成后，美丽的蓟运河畔将呈现绿
荫浓浓、简洁大气、清新自然的市容景
观空间。目前公园正在实施树穴池、
侧石改造，喷淋水管安装，树木更新等
工程，
预计将于今年 7 月底完工。
据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园林建设管
理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汉沽滨河公园大
部分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中心城
区，蓟运河贯穿其中，公园沿蓟运河分
布，
但现在景区周边多为裸露地且较为
杂乱，缺乏绿化景观，直接影响景区整
体形象。为了给周边百姓提供更好的
休闲空间，提升汉沽区域城市整体形
象，滨海新区将进行灌溉整修，因地制
宜地构建出绿荫浓浓、
清新自然的市容
景观空间，
展示出连续完整、
层次丰富、
空间开敞、
亮点突出的环境效果。
据了解，此次提升改造将贯彻以
人为本的思想，园内设置集散广场、休
闲座椅和现代感的城市雕塑设施，充
分体现对人的关怀，以创造丰富、充满
趣味、轻松、舒适、独具特色的休闲娱
乐环境。
本次提升改造包括对六经路、蓟

◎对六经路、蓟运河滨河公园、滨
河广场、滨河南路、早市小花园的
灌溉系统提升改造
◎对河东一所、河东二所、河西所、
朝阳街、滨河南路、滨河公园进行
街区景观提升
◎对滨河公园、寨上大桥南侧街旁
游园实施公园景观提升

运河滨河公园、滨河广场、滨河南路、
早市小花园的灌溉系统提升改造，对
河东一所、河东二所、河西所、朝阳街、
滨河南路、滨河公园进行街区景观提
升，包括更换侧石和树穴池等，对滨河
公园、寨上大桥南侧街旁游园实施公
园景观提升。其中，对蓟运河滨河公
园和寨上大桥南侧街旁游园景观工程
的提升改造是本次提升改造的重点内
容之一。对于寨上大桥南侧街旁游
园，滨海新区将结合“渔盐文化”，把寨
上大桥南侧街旁游园打造成滨河绿轴
的林荫休闲地带，实现完善精美的滨
河公园景观，从而整体改善居民生活
品质。依据不同使用功能和景观主
题，寨上大桥南侧街旁游园将分为碧
丛染风、绿韵鸣翠、悠悠碧水、步履盈
健、林影摇曳、渔盐文化、藤蔓倩影 7 个

藤蔓倩影景观意向图
景观主题区。
其中，碧丛染风景观区域主要是
集休闲、活动功能于一体的广场绿地，
区域内主要通过铺装广场和多层次绿
化为游人各项休闲活动提供场地；渔
盐文化广场区以渔盐文化为背景，突
出自然与人文资源及景观和环境特
色，深入挖掘整理汉沽地区乃至整个
中国渔盐文化的丰富内涵，项目道路
铺装主要为青石板路面，同时加铺渔
盐文化石质地雕图案，为人们提供休
息和了解渔盐文化的安静场所；藤蔓
倩影广场区将依据现状用地条件，合
理设计绿化种植方案，优先选用适宜
当地生长的树种，采用分层复合种植
形式，形成层次丰富、色彩亮丽、季相
交替变化的景观，铺设透水混凝土道
路等为人们提供锻炼场所。

5 年“打卡”
马拉松近 20 次 带动身边人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52 岁
“城管”协管员
用脚步记录新区变化
记者 张玮 摄

4 月 13 日，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
马拉松比赛与 2019 天津马拉松赛合并在武清区鸣枪开跑。在 1 万余参赛选
手中，来自滨海新区的张秋宏以 3 小时 05 分的成绩排在新区参赛选手的最前
列。
“我参加马拉松运动快六年了，
不为别的，
生命在于运动！”
张秋宏说。

以第十二名、
用时 2 小时 58 分 43 秒的好成
绩跑完全程。2019 年滨海新区迎新年长
2013 年年初，已经 46 岁的张秋宏在
跑比赛中他又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朋友的带动下开始锻炼身体，
进行长跑运
张秋宏告诉记者，
没有开始跑步锻炼
动，没想到他刚一接触，就爱上了这项运
的时候他的身体只能算一般，
可是这五年
动。从跑三四公里，到坚持 20 多公里，已
多坚持锻炼，不仅改善了他的身体状态，
过不惑之年的他锻炼两个多月后就报名
也让他的心情和精神越来越好。这几年，
参加了当年 5 月举行的“东营国际马拉
张秋宏的成绩不断提高，
他还多次志愿在
松”。张秋宏跑了 9 公里后突然膝盖旧伤
马拉松比赛中当领跑员，
帮助了不少跑友
希望带动更多人健身
复发，但第一次参赛，他舍不得放弃。于
跑完全程，
带领很多新区跑友实现自己的
是他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
“再坚持一会
2015 年 3 月 15 日是张秋宏的农历生 “奔跑目标”。
儿。”最终，5 小时 12 分，他坚持跑完了
日，也是他参加“无锡马拉松”比赛的日
对于张秋宏来说，
跑马拉松的目的是
42.195 公里的全程。
子。赛前他状态很好，并用 3 小时 9 分 46
为了更好地锻炼身体，
增强自身体魄。
“马
张秋宏今年已经 52 岁，是滨海新区
秒跑完全程。赛后，张秋宏进行了申报， 拉松其实是个很寂寞的运动项目，
它需要
北塘综合执法大队一名普通的协管员。 目 前他已取得了国家二 级运 动员的认
靠意志力不断坚持，
那种跑到终点的成就
虽然平时工作很忙，
但张秋宏坚持每周锻
证。而在 2018 年天津马拉松比赛中，
他又
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而当你跑下来

每年参加多次马拉松比赛

炼三到四次，每次坚持 2 小时左右，并根
据身体状况做适量调整。五年多来，
张秋
宏平均每年参加 3-4 次马拉松比赛，在滨
海新区中老年人长跑运动者中成绩名列
前茅。他告诉记者：
“人就怕懒着，
一犯懒
肯定不愿意动了。不过跑步很锻炼人的
毅力和体力，
那种大汗淋漓的感觉会让人
心里痛快！”

时报讯（记者 马兰）昨日下午，市民发现
津滨轻轨胡家园站附近的轻轨线路旁有浓烟
飘出，担心会影响轻轨运营，随即将情况反映
至天津地铁运营公司。工作人员接到反映后
前往现场进行处置。
据当时正在乘坐轻轨的乘客介绍，
列车刚
刚路过胡家园站，就看到线路一侧有浓烟冒
出，
火光十分明显。经核实，
工作人员介绍，
大
约在昨天 13:52，上行 309 次司机报钢管公司
站至胡家园地面线，
上行线路旁有个人烧荒行
为，
且火苗已蔓延至护板内侧。行调立即通知
在线司机在胡家园至钢管公司区间转换运行
模式，确保行车安全，并通知生产调度部安排
相关专业人员到现场防控。
目前，现场着火点已经确认扑灭。据了
解，
津滨轻轨九号线沿线以前也出现过类似事
件，
天津地铁运营公司呼吁广大市民和企事业
单位，共同维护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增强
社会责任意识，
不要在地铁和铁路沿线烧荒。

小区成立业委会
还需满足新条件

近日，随着春季迁徙季的到来，北大港湿地的候鸟数量增加明显。此外，
今年湿地还迎来了 5 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火烈鸟，并且发现了 5 只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卷尾鹈鹕。据湿地保护志愿者王洪峰介绍，除了这两种珍稀候鸟，
上周湿地还迎来了 100 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鹳，也创造了北大港湿地
白鹳观测数量的纪录。
记者 贾成龙 通讯员 王洪峰 摄影报道

本周气温先升后降
最高气温将达 28℃

轻轨沿线附近
有人烧荒“惹祸”

就会发现，
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
在张秋宏的带动下，他的妻子和孩
子也开始跑步，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影
响更多身体处于亚健康的人们，特别是
青年一代。

用脚步记录新区的变化
几年来，
张秋宏加入了滨海新区长跑
协会，和跑友们组建了“绿岛梦之队”，并
且经常进行长距离练习。和普通锻炼者
不同的是，张秋宏跑步从来不听音乐，他
只需要一块计时手表，
沿途欣赏风景。他
告诉记者，由于是从事城市执法的工作，
他对新区的城市充满了感情，
平时锻炼他
几乎跑遍了滨海新区的每个角落，
这几年
新区发展变化很大，
公园多了、道路宽了、
绿植覆盖面积广了，
他有了更多锻炼的地
方。如果没有跑步，
他不会有这么深切的
感受，
这也让他感觉自己的生活越来越美
好。
“我用脚步记录新区的建设变化、新区
的美，
这也是我继续跑下去的动力！”
张秋
宏说。
记者 张玮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近日，家住盛星东
海岸小区的陈先生给本报打来求助电话称，
最
近小区正在成立业委会，但当居民选举出 36
名业主代表后，
却被告知里面的党员人数比例
不足，
不符合相关规定，
需要重选。对此，
居民
们表示，他们在网上查阅了相关资料，并未查
到这项要求。为此，特打来热线电话，希望本
报帮忙求证。
接到居民的求助电话后，
记者联系了小区
所属居委会——融盛社区居委会负责人陈主
任。她告诉记者，目前居民选举出的 36 名业
主 代 表 中 只 有 12 位 党 员 ，党 员 的 参 与 度 较
低。根据今年新出台的《天津市社区物业管理
办法》的规定，
小区成立业委会，
业主代表人数
需一半或以上为党员。因此按照这个规定，
该
小区的业主代表里面还缺少 6 位中共党员，所
以需要居民继续选举 6 位具有中共党员身份
的业主代表后，
才能满足成立业委会的条件。
那么，
为什么这项规定老百姓从网上查不
到呢？对此，
滨海新区房屋管理中心物业部的
工作人员解释道，新的《天津市社区物业管理
办法》2019 年才出台，所以目前网上暂时没有
相关信息。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新的《天津市
社区物业管理办法》确实有这项规定，这也是
今年新的管理办法的亮点之一，
目的在于发挥
党员干部在社区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同时也
能更好地约束和监管业委会，
让业委会做到真
正为社区百姓服务。

“逃犯”处理交通违章
不想竟被交警“处理”
时报讯（记者 马兰 通讯员 滨公轩）近
日，
滨海新区交管支队港北大队在处理一起交
通违章过程中，
成功抓获一名网上追逃人员。
4 月 9 日 16:30，郭某某到港北大队违法处
理窗口办理交通违法业务。按照处理程序，
交
警需对其身份信息进行核查。可当交警在对
其身份信息和网上信息进行核查比对时，
信息
显示郭某某为网上在逃人员！
原来，
郭某某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天津
市公安局东丽分局列为网上追逃人员。而此
时的郭某某还并未察觉自己的在逃身份被揭
穿。大队民警采取措施先稳住他，与此同时，
联系了辖区港中派出所。随后，
派出所民警将
郭某某带回处理。

管道排污不畅
路面积水成河
时报讯（记者 田敏）
“小区门口污水遍地，
太恶心了！”近日，本报接到网友报料称，欣美
园小区门口污水遍地，不仅影响了环境卫生，
也导致路人无法通行。该网友称，
路面积水是
下水管道反水导致，而这种跑冒情况时有发
生，
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
何时能得到解决？
网友“Nancy 打怪兽”称，他就住在欣美园
小区，在小区西门门口，常因下水道反水导致
路面积水成河、污水遍地，周边住户甚至因臭
气无法打开窗户。
现场走访时，有市民告诉记者，这些污水
都来源于附近底商，
主要是饭馆。
随后，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到了小区所属居
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欣美园小区西门门口污
水跑冒情况他们已经获知，据调查得知，欣美
园小区整体污水管网地势水位都低于市政管
网水位，因此才造成下水管道排水不畅，反冒
至路面的情况。
“小区设施老化，
也过了开发商
维保期，再加上没有大修基金，所以维修起来
比较困难。
”
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针对下水反水
情况，居委会以及街道加大了排污力度，对管
道内的堵塞物及时进行清理，保障路面清洁。
“我们也在与商家协商，不要擅自排污。”工作
人员表示，针对小区排污问题，他们已上报街
道以及相关部门，正在商议对策和方案，争取
尽快彻底解决排污不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