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讯（记者 尹娜）到新区可以赏冰雕、

砸冰块赢大礼、吃冰棍儿啦……盛夏之际，滨

海新区旅游景点天津海昌极地海洋世界推出

了“醇夏冰棍儿节”活动。上周末的开幕式

上，百余种风味的雪糕、冰激凌齐亮相，为广

大游客解暑、送清凉。

新区景点送清凉
各种冰棍儿齐亮相

记者记者 何沛霖何沛霖 摄摄

时报讯（记者 许卉）12日，“时代新人说”

微视频大赛20城主题联动天津站活动来到开

发区。现场通过微视频作品展播、视频主角分

享，倡导了“爱奋斗、能奋斗、在奋斗”的时代风

尚，弘扬了泰达精神。

由二更与人民网合办的“时代新人说”微

视频大赛，从山西发起，北京启动，一路从四川

成都、河北石家庄，到浙江杭州、云南昆明……

接力来到了天津。活动现场播放了《我奋斗我

幸福》《老兵有洗》《油门女将》《泰达环卫24小

时》等多部不同视角创作的优秀主题微视频作

品。这些作品把视角聚焦于身边普通人和平

凡奋斗者，倾情讲述踏实劳动、奋斗追梦的时

代新人故事。

记者了解到，此次由泰达街办事处、泰达

控股团委、泰达街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共同承办

的滨海新区泰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

列活动暨“时代新人说”微视频大赛二更微光

活动，希望立足普通人的诚实劳动和踏实奋

斗，给平凡人一个绚丽舞台，让劳动者唱响时

代之歌。活动现场，山西时代新人代表与泰达

环卫团队代表完成了活动传递仪式。

“时代新人说”来新区
讲述“奋斗追梦故事”

记者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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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张智）一场降雨并没有

挡住气温上升的脚步。14日，新区最高气

温虽然只有 30℃，但雨后空气湿度大，在

太阳的炙烤下，天气略显闷热。未来一

周，新区将持续晴好天气，没有明显的高

温天气，但日最高气温将稳定在 30℃至

33℃之间。

受低涡影响，14 日凌晨，滨海新区普

降中雨。据滨海新区气象台数据，此次降

雨全区自动雨量观测站中最大雨量出现在

汉沽国家一般气象站，雨量为44.0毫米，达

到大雨量级。

雨后并没有想象中的凉爽，14日新区

天气晴朗，阳光强烈，反而增加了闷热的感

觉。据滨海新区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新

区将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周二和周六将

迎来阴天，但气温波动不大。目前来看，周

内最高气温都在30℃至33℃之间，其中最

高气温为33℃，出现在周五。

晴热天气持续
本周最高33℃

时报讯（记者 张智）记者昨日从天津

泰达津联自来水有限公司获悉，按照该公

司整体规划，泰达津联自来水第五大街瑞

达公寓营业厅已于2019年7月9日起停止

营业，提醒用户如需办理自来水、再生水业

务，请前往距此最近的管委会营业窗口。

管委会营业窗口地址：第三大街管

委会一层B区小厅自来水窗口。

咨询电话：66297310、25202503

瑞达公寓营业厅关闭
办自来水业务“换地儿”了

时报讯（记者 田敏）“现在大家只能走葛

万公路，大货车多造成拥堵，而且也不安全。”近

日，市民王先生致电本报热线称，中塘路涵洞的

维修导致附近住户出行不便，涵洞现已修好，周

边住户期待能尽快开放通行，便利大家的出行。

王先生说，制万线修铁道导致道路断交，

中塘路涵洞也开始维修，因此对周围住户的出

行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所有人只能走葛万公

路，这条路长期通行大型货车，与重载卡车同行

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王先生说，目前中塘

路涵洞已经修好了，但为何仍然禁止通行呢？

“上班走涵洞只需十分钟，如今需要开到

大港城区绕一圈才能到，需要多走半个小时，

有急事也只能在葛万公路堵着。”王先生说，大

家都强烈要求涵洞通车，方便居民出行。

针对王先生反映的问题，新区交通运输局

回复称，中塘路地道主体确已完工，正在进行

泵站、交安设施等附属施工，计划2019年8月

全部完工，完工后将组织相关部门进行验收、

移交、养管等工作，争取尽快实现通车。

地道施工断交
市民出行不便

时报讯（记者 马兰 通讯员 吴桐）夏

季是马蜂筑巢产卵的季节，马蜂一旦找到

合适的“家”，几天就能建成小型的马蜂

窝。进入夏季后，群众向消防部门求助摘

除马蜂窝的情况日渐增多。

7月11日至7月12日上午，滨海消防

救援支队共处置三起摘除马蜂窝救援。

三个马蜂窝均位于居民楼外墙壁上，对居

民进出造成不便与风险，居民无奈求助

消防。消防员在做好个人防护后，使用杀

虫剂将马蜂窝内马蜂杀死，随后将墙上的

马蜂窝取下带走处理，现场确认对群众不

再构成危险后才撤离。

◎消防提醒：
夏天是马蜂成群筑巢的季节，很多马

蜂窝都会建在居民楼窗户上沿处，如有发

现，应立即关闭窗户，及时报警求助。马蜂

窝摘除具有一定危险性，切莫自己动手捅。

马蜂窝成“拦路虎”
消防员两天摘了仨

怎么让老年人“用机”得心应手？
社区定期举办“微课堂”帮老年人接轨智能生活

拿着子女给自己新买的智能手机，乐在
脸上却烦在心里……连日来，不少老人向记
者诉说了自己在使用智能手机过程中发生
的尴尬事。记者观察发现，随着时代的进
步、网络的发展，智能手机给大家带来了无
限的交流空间。然而面对智能的互联网时
代，接受能力较差的老年人却感到进入了
“窘境”，有种与社会脱节的烦恼。

■ 时报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这是谁家的孩子？”当天，随着一

声一声高声急呼，力高阳光海岸泳池南

侧沙滩边一阵骚乱。一名中年男子一边

抱着一个穿着泳装的男孩上岸，一边大

声询问。他身后，一名一身黑色服装的

老人浑身湿透，也在高声呼唤男童家长。

随后，刚刚发觉男孩落水的母亲心

有余悸地接过男孩，一时手足无措。记

者了解到，男孩毛毛（化名）5岁多，当天

和妈妈等人刚到海边，一眨眼的功夫，

自己就从海边浅滩下水跌落进海里。

等妈妈发现时，他已经经历过一次“生

死劫”。所幸，男孩除了呛了一点儿水，

并无大碍。

原来，65岁的张胜利老人一家三代

刚刚从市区赶来新区看海。他告诉记

者，刚到海边就看见约15米开外的海水

里一名男童意外跌落入水，他顾不上脱

掉衣服，甚至没和身边的老伴打声招

呼，就飞奔上前，直接跳进海里，一把将

男孩捞起。“当时男孩手脚乱扑腾，正在

往下沉，只剩头发丝了。那海水下面是

石头，足有一人深。我一把抓住他泳

衣，就给捞起来了。”张胜利一边说，一

边将腕上的手表摘下，又把裤兜里的钱

和香烟掏了出来，这时才发觉手机不见

了。而走上岸边的沙滩，老人才发现自

己的脚指被石头划伤了。“里面是石头，

再过一两秒，孩子可能就找不到了。遇

到这种事，容不得多想。”老人直言，虽

然心脏还在不停扑腾，但对自己的选择

不后悔。

“他快七十岁的人了，有心脏病，还

有糖尿病，我们都不知道咋回事就跳进

海里了，这要是出了事可咋办？”现场，

张胜利的老伴惊魂未定，情绪有些激动

地告诉记者。

“太危险了，太大意了，真的，我都

想打你两下，一定得管好孩子。”张胜利

一边和孩子家长描述当时的险情，一边

气愤地抬起手，最后还是轻轻地拍打了

一下男孩妈妈，一边叮嘱道：“以后可得

看好了。”毛毛妈妈仍然心有余悸，抱着

孩子，一边流泪一边连声道谢。

距离男孩落水不远处，同样带着孩

子游玩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来到海边

第一件事就是探了探水深，发觉里面危

险后就一直带着孩子在岸边玩。当时男

孩跌落是一瞬间的事，当他意识到孩子在

扑腾准备下水时，老人已经冲了过去。

“不确定水有多深，周边也没个提示。”

当天下午，记者将这件事反映给了

景区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回应，景区是

免费开放的，海边每天都有保安巡逻提

醒，但仍有家长听而不闻。目前景区管

理方正在制作提示牌，近日就能装上。

“经常看见家长低头玩手机，孩子在泳

池漂远了都没注意。”工作人员提到，希

望家长们多留心。

“不知如何感谢您。您救了我的孩

子，不能再让您自己承担损失。”毛毛妈

妈对老人说。记者离开时，毛毛妈妈已

给张胜利老人买来一条应急更换的短

裤，并支付给老人三千元钱，让老人再

重新买一部手机。 记者 杜红梅

男童意外落水 老人快速捞起

7月13日，“志愿青春，与国同行”

滨海新区青年志愿者暑期公益季正式

启动。该活动由共青团滨海新区委员

会、滨海新区青年联合会主办，历时两

个月，共包含爱心助困、助老爱老、阳

光助残等一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新区共青团关

爱对口帮扶贫困地区青少年爱心义卖

正式开始。义卖现场气氛热烈，义卖

品很快售卖一空，所得善款将全部用

于帮助对口帮扶贫困地区的青少年完

成学业。 文/记者 路熙娜 图/记者 贾磊

暑期公益季暑期公益季
青春伴爱行青春伴爱行

飞奔进海 六旬大爷救回男童
13日16时许，一名5岁男童在力高阳光海岸意外落水，在男童被淹没瞬间，

约15米外的六旬老人张胜利飞奔入海，一把将男孩捞起。围观群众在心悸之余
纷纷为老人的快速反应点赞。

张胜利救回孩子后返回岸边张胜利救回孩子后返回岸边

记者记者 杜红梅杜红梅 摄摄

时报讯（记者 许卉）13日傍晚，2019泰达

夏日艺术季闭幕。闭幕式上，由天津交响乐

团带来的百人交响音乐会在开发区滨海广场

上演，精彩的演出为市民呈现了一场视听盛

宴，至此，泰达夏日艺术季完美落幕。记者了

解到，自艺术季开幕以来，电音节、音乐会、京

剧专场等活动连番上演，让“夜经济”充满了

文艺范儿。

闭幕式上，除了震撼的交响音乐会，造型

多变的无人机表演闪亮夜空，让现场再度成

为欢乐海洋。与此同时，滨海广场对面的

MSD伊势丹中央广场，夜市正繁华，夜生活正

开始。

泰达夏日艺术季闭幕
“夜经济”添了文艺范儿

记者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摄摄

老人讲述

使用智能手机困惑多
今年72岁的王金录已经使用了好几

年智能手机，但他对手机里的各项功能仍

是一知半解。去年，王大爷就因手机用得

“不溜”闹过一回笑话。王大爷和几个朋

友一起结伴到杭州游玩，入驻酒店后，他

到附近的超市购物，可去的时候天是亮

的，回来时天已经黑了，大街上的景致变

化很大，王大爷一下子转了向。找不到回

去的路，但记得酒店的名字，这时，王大爷

想起手机里的导航功能。但站在街头尝

试了半天，也没成功，最后只好打电话叫

同伴来接。每次王大爷讲起当时的囧事，

身边总有老年朋友哈哈大笑，但当问起有

没有人会用导航功能时，大家却都摇头。

王大爷知道在使用智能手机时遇到过麻

烦的不止他自己。

刘志敏虽然只有 66 岁，但对智能手

机也是又爱又恨。她告诉记者，平时逛集

市买菜，看到很多人拿手机扫码付款特方

便，非常羡慕，但又总是担心安全问题。

“前几天有个朋友在市场买菜，本来是9.5

元，结果小数点没打上，付给人家95元。”

刘志敏说。

“这手机在我手里感觉就是摆设，就

会接打电话，其他都不会。我看孩子们

用手机在网上缴电话费、电费、水费等

等，这个功能我觉得对老年人很实用，学

会了就不用来回跑了，多方便。”72 岁的

董金砖说。

75岁的靳祖智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一直在用老年机。“现在很多活动通知

都是通过手机微信群发，我没有智能手

机，很多消息都收不到，感觉有点跟不上

时代了。”他说。

社区调研

老年人有学习需求
新村街道海河园社区坐落于滨海新

区老城区的核心区，辖区共有60岁以上

老年人 2000 余人，其中八成以上老人都

没有和子女生活在一起。海河园社区党

委书记卢霞告诉记者，平时在工作中，经

常会有老年人拿着手机到社区求助。曾

经有一幕让卢霞记忆深刻，当时一位 70

多岁的大爷拿着手机急匆匆地来到社区，

说刚刚接到了一位老战友的电话，想把号

码保存下来，但自己不会操作，子女又不

在身边，只好到社区求助。

还有一次，一位老人到社区说手机坏

了，一直在不停地播放音乐，想关关不掉，

想卸电池又找不到地方，“气得想把手机

摔掉”。社工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后台一

个网页里有背景音乐，网页一关，音乐就

停了。

手机黑屏、通讯录找不到、手机变卡、

想和在外地的孩子视频通话……卢霞告

诉记者，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手机时遇到的

问题五花八门，很多在年轻人看来动动手

指就能解决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

以逾越的鸿沟。尤其是很多老人子女不

在身边，遇到问题更加着急。

卢霞告诉记者，今年结合滨海新区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入户宣传工作，海河园

社区进行过粗略调研，至少有五成以上的

老人有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的需求。

同时，这也是智能化社区建设的需

求。“我们社区共有12个居民网格，当初

的设想是每一个网格都建立一个网格微

信群，这样就能提高一些问题的处理效

率。但因为很多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网格群就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已经建

了在职党员群、志愿者群等，运行效果都

很好。”卢霞告诉记者。

破题举措

“手机微课堂”获赞
为积极回应老年人群体所需，解决老

年人智能手机不会用、用不好等“用机难”

问题，海河园社区专门为辖区老年人开设

了“智能手机微课堂”。听到这个消息，不

少老人都拿着手机来到社区。原定半个

小时的课程，讲了一个多小时，老人们还

意犹未尽。

“平时在家里遇到不会的就问孩子，

但他们总不耐烦。这回社区里能够系统、

全面地讲一遍，感觉收获太大了。”社区居

民王阿姨的一番话，说出了很多老年人的

心声。

据了解，今后海河园社区的“智能手

机微课堂”将定期举办，开展不同主题的

现场教学，助力老年人接轨新时代智能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