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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送礼”
“送什么礼”成一些家长纠结的问题

教师节，
你准备礼物了吗？
家长

昨日是第 35 个教师节。在教
师节来临之前，要不要给老师送礼
物、送什么礼物成了不少家长纠结
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报记者
展开了调查。

谢女士是一名幼儿园小班孩子的家
长。临近教师节，
给老师送什么礼物成了谢
女士格外纠结的一件事。
“以前听说孩子上
学后家长都给老师送礼，
到时候如果班里孩
子的家长都送了，
我不送肯定不合适。
”
谢女
士说，
因为从来没
“操作”
过这样的事情，
没
有经验，
所以左右为难，
不知道该送什么礼
物。为了吸取经验，
将礼物送出新意、
送到
老师的心坎上，
在教师节来临前，
她专门咨

调查

逾半数家长表示不送礼
在 记 者 调 查 的 20 位 家 长 中 ，有
65%的家长表示不需要给老师准备礼
物，重要的是心意；10%的家长表示曾
有送礼的想法，
但被老师拒绝了；还有
25%的家长表示不知道送什么合适，
但
送了比不送要好。其中，认为送礼物
比不送礼物要好的家长一般都是新生
家长，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以家长的
身份经历教师节，
所以相对比较迷茫。

喜迎教师节
巧手做月饼

老师

品礼金的行为，近年来，教师过节不收礼
逐渐成为风气。幼儿园中班孩子家长冯
询了身边多位同事和朋友。
“大家都说现在
女士告诉记者，
以前她也听说过教师节家
老师不收礼了，
有好几个说曾经给老师送过
长都要给老师送礼，
所以去年她专门给老
礼物，
但最后都被退回了。
”
谢女士说，
这样
师买了套化妆品放进了孩子的书包里，
并
的调查结果让她心里蛮高兴的，
在她看来， 提醒老师查收。但是等到放学的时候，
却
师生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纯洁的、
不掺杂物
被老师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到了晚上，
质的，
“如果人人都想着教师节给老师送礼， 老师还专门电话致谢，告诉她礼物不能
节日也就变味儿了”
。
收，希望她能理解。冯女士说，后来她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随着新区不断
这件事跟身边的同事分享后，
好几个同事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杜绝教师违规收受礼
说有过类似的经历。

家长的支持是最好的礼物

记者了解到，在教师节来临之前，为
了杜绝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行为，
新区教体局专门发文，要求全体教职工
继续坚守“七严禁”，其中包括严禁收受
学生及家长的任何礼品、礼金、食物，严
禁接受家长的宴请等内容。为了让家长

们熟知有关规定，新区不少学校还在公
众号、家长微信群里发布了“致家长的一
封信”。
那么，对于老师而言，他们更希望度
过一个怎样的教师节呢？在新区从事教
育工作多年的吕老师告诉记者，一直以

来，不少社会人士都对教师节存在误解。
其实对于大多数老师而言，家长的赏识、
微笑和支持，就是送给老师最好的礼物，
老师们并不需要家长额外送什么物质性
的礼物，
老师也不会因为哪个家长没给送
礼物而对家长和孩子有偏见，
所以家长没
必要为给老师准备什么礼物而苦恼。
记者 韩春霞

特殊的教师节礼物

“我能感觉到孩子们的真诚”

为丰富教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在第 35 个教师节来
临之际，保税区空港文化中心在临港
怡湾分馆开展了
“喜迎教师节，
巧手做
月饼”主题活动。临港实验学校 30 余
名教师热情洋溢地参与了此次活动。
活动特邀专业面点师为教师们介
绍月饼的制作方法。随后，
一个个由教
师巧手制作的月饼纷纷出炉，
大家在共
享美味的同时，
也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 文/记者 战旗 图/记者 贾磊

文体

送老师的礼物被退回了

在教师节来临之前，在甘肃省合作市高
级中学支教的张燕收到了孩子们送来的特
殊礼物——肖像画。虽然这些肖像画画得
很一般，但却是她收到过的最珍贵的教师节
礼物。
“不管把我画成什么样子，我都能感觉
到孩子们的真诚。
”
张燕说。
张燕是汉沽八中的一名美术老师。去
年 8 月，她主动申请成为了援甘干部中的一
员，前往甘肃省合作市高级中学支教。
“来到
这里后，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孩子们对支教老
师的喜爱和对知识的渴望。”张燕说，这里的
每一个孩子都特别真诚、纯洁，常常带给她
感动。
这学期刚开学，因为工作内容的调整，
张燕担任了高一藏族班的美术赏析课老
师。9 月 9 日的美术课是她给藏族班上的第
一节课。初次见面，师生之间都较陌生。在

作了自我介绍后，张燕为了了解孩子们
的绘画能力，给孩子们布置了一个任务，要
求他们利用课上的时间画一幅画。
“ 我跟他
们说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张燕说，让她没想
到的是，不少孩子都将她当作了模特，给她
画了一幅幅肖像画，
还写上了对她的祝福。
“孩子们中学和小学都没有学过画画，
虽然已经读高一了，但是画画还是小学生的
水平。”张燕说，虽然孩子们画得一般，但是
透过画纸上多次修改的痕迹，她能明显地感
受到孩子们的用心和真诚。一个孩子还在
画纸上写道：
“虽然我画得太难看，但是在我
心里，你是我见过的所有老师中最漂亮的。
祝您教师节快乐！”
看到孩子们的祝福，张燕感动不已。她
说，
这是她收到过的最珍贵的教师节礼物。
记者 韩春霞

Culture/Sports

康洪雷：
抓住时代的兴奋和焦虑
信息化作战等桥段，都成为《陆战之王》
相当硬核的看点。与军事装备同样抢眼
军事题材剧《陆战之王》正在东方卫视
的，还有 95 后新兵，
“ 刺头”张能量带头，
上星热播中，
剧集开播以来，
陈晓饰演的 95
以于大雷、梁杉、王晓旺、腊强东为代表
后新兵张能量与
“装甲兵王”
牛努力上演了
的新兵蛋子们有着这一代年轻人的突出
两代青年军人的观念之争，也引发观众热
特点，在进行人物塑造时，康导也坦言：
议。作为该剧总导演，
康洪雷导演有着《我
“在部队中，
需要把个性和爱好牺牲下来
的团长我的团》
《士兵突击》等诸多高口碑军
去
服
从
一
个
整 体 ，才 能 实 现 最 大 的 价
事大戏，
此次《陆战之王》入选庆祝新中国成
值。许三多不知道大山外是什么样的，
立70周年献礼剧目及广电总局重点推荐15
但 张 能 量 却 有 自 己 强 烈 的性格和 价值
部剧目大名单，
对新时代军人整体群像的塑
观。这样的人进入部队之后，他的强项
造也成为该剧的一大看点。
导演 康洪雷
和个性必然会和部队的绝对服从、铁的
纪律发生纠葛。”但随着不断经受磨砺，
往无前，就算环境再恶劣、条件再艰苦， 从“刺头”到新时代坦克兵的蜕变也是剧
95 后有独特的个性和价值观 也保持着独特的陆战优势。事实上，在 集的一大看点。
坦克为什么是陆战之王？作为首部
剧情刻画上，
《陆战之王》给予了这部剧
抓住时代的兴奋和焦虑
聚焦坦克兵群体的国产剧，
《陆战之王》 中无声的“演员”坦克以不小的篇幅呈
的创作角度相当新颖。在康洪雷导演看
现，而车长、驾驶员、炮长三位一体的战
与叛逆不羁的张能量相比，王雷饰
来，坦克兵有点像蒙古马，吃苦耐劳、一
斗小组，给装甲部队插上机械化翅膀的
演的“装甲兵王”牛努力让观众看到了

展现毛主席生活化的一面
《决胜时刻》讲述了 1949 年中共中央
“进京赶考”
驻扎香山，
在这里指挥渡江战
役、会见民主人士、筹备新政协会议和开
国 大 典 等 决 定 中 国 命 运 走向 的关 键 瞬
间。黄建新介绍，影片去年 10 月立项，整
个拍摄周期只有 81 天，除去多地转场，实
际拍摄只有 67 天，在如此紧张的创作节
奏下顺利杀青，黄建新将其形容为“完成
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我的经验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8 月 15 日到 9 月 5
日，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组建了“天商环保
循环小分队”，
走进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
水西公园、天津市自然博物馆，开展为期三周
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呼吁大众从自身做起，
践行垃圾分类、低碳出行、循环利用、绿色生活
的生态环保理念。
为深入研究资源循环课题项目，
“小分队”
实地参观调研活动第一站设在了中新天津生
态城。参观调研过程中，最让师生们印象深刻
的是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废物处理体系和垃圾智
能分类平台。带队老师李广宗表示，
希望通过
这样的活动，
让学生们了解本市垃圾分类开展
情况，
同时达到向社会大众进行宣传的目的。

健康讲堂
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防治宣传①

什么是饮水型氟中毒？
氟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然而人
体在自然条件下，如果长期生活在高氟环境
中，通过饮（地下）水、受污染食品（空气）、饮
（砖）茶等，摄入过量的氟元素，便会造成全身
蓄积引起中毒性疾病。地方性氟中毒在我国
大陆分布广泛，
除上海、海南之外，
其他省份均
有病区。饮水型氟中毒是由于长期摄入含氟
量超标的地下水，造成氟摄入过多，引起的慢
性中毒，这种疾病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主要发
生在高氟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
津、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宁夏、贵州等地均
曾发生。天津市市内六区居民饮用市政管网
水，不受饮水型氟中毒威胁。10 个涉农区的
部分村庄为饮水型氟中毒病区。

饮水型氟中毒对人体有哪些危害？
氟中毒是一种慢性全身性疾病，
早期表现
为疲乏无力、
食欲不振、
头晕、
头痛、
记忆力减退
等症状。过量的氟进入人体后，
主要沉积在牙
齿和骨骼上，
形成氟斑牙和氟骨症。对儿童的
损害主要表现为氟斑牙，
引起儿童牙齿着色、
变
形以及严重磨损。氟斑牙一旦形成将伴随终
生，
不可逆转，
影响健康、
美观，
给患者造成心理
负担。患氟斑牙的儿童，
严重的成年后将会引
起氟骨症，
表现为全身关节麻木、
疼痛、
变形，
发
生功能障碍，
乃至瘫痪。对成人的危害主要是
引起氟骨症、
妇女因骨盆变形而造成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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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剧《陆军之王》热播

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重点
献礼影片，
由黄建新、宁海强联合执导，
何
冀平编剧，唐国强、刘劲、黄景瑜、王丽坤
等人主演的《决胜时刻》将从明天正式开
启点映。日前，
黄建新接受采访，
他表示，
该片与以往同类型作品相比有很多新鲜
之处，
影片将带领观众重回新中国成立前
夕中共中央在香山度过的那段关乎民族
命运的不寻常岁月，
同时还将努力拍出历
史的“新鲜感”，
用细节去塑造领袖们鲜为
人知的另一面。

暑期实践走进新区
大学生组队倡环保

《士兵突击》时代军人的亮点，素质过硬、
绝对服从、铁血硬汉，思想较为传统，剧
中连里安排“十年老兵”牛努力带这批
“刺头”兵，双方的碰撞也就不可避免。
在康洪雷看来，牛努力是刻苦实干的农
村兵出身，通过不断努力成为了军队中
的标兵，从硬件上看，他身上绝对有着光
环。但剧中牛努力对于坚持还是退伍，
内心一度非常摇摆，对此康洪雷的解释
是：
“内心层面，
牛努力代表了很多接受传
统思想长大的一代，
对于自己能否接纳新
鲜事物有着焦虑感。
”
《陆战之王》对于“装
甲旅”
变为“合成旅”
的升级，
新的装备、作
战模式的引入都有涉猎，
牛努力们面临的
挑战也正是康洪雷想要通过这部戏向所
有观众传达的：
“故事发生在军旅环境中，
但也折射了同时代人们面临的现实问题，
中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我们都要不
断学习。
”
时报记者 王晶

67 天打造《决胜时刻》

黄建新：用细节展现历史
“新鲜感”
里，
这样的影片需要一年半左右的创作周
期，这样才能保证有时间纠错、修改。”但
事实上，
留给《决胜时刻》的纠错时间只有
三天，
“直到何冀平第一稿剧本出来后，
整
个创作团队的热情被迅速点燃，
我才觉得
这部戏行了。
”
而除去拍摄时间，
如何将这段观众熟
悉的历史拍出新意也是摆在剧组面前的
难题。对此，黄建新的想法是“细节”。
“故事片要求的就是细节。”黄建新说道，
“《决胜时刻》讲述的相当于《建国大业》
三分之一处的故事，这次展开描写了更
丰富的毛主席形象。”黄建新透露，在香
山档案馆，有关毛主席的这段经历有很
详细的记录，
“甚至具体到每一天每五分
钟在干吗，所以说我们基本是按照历史

来拍的。”但与此同时，影片也为观众呈
现了毛主席更生活化的一面——到戏院
后台与梅兰芳见面、在街头品尝北京小
吃等，
“ 影片表现了毛主席当时放松的
状态、开放的态度和阳光的情感，这与
蒋 介 石 暗 淡 、无 可 奈 何 的 情 绪 是 相 对
的，可以让观众更真切地感受到两人不
同的状态。”

黄建新透露，为了这段画面，剧组着实费
了不少工夫。
“之前有朋友跟我说在网上看到了开
国大典的彩色画面，
这让我非常惊讶。
”
黄
建新表示，
之前拍摄《建国大业》时翻遍资
料库，
剧组也只找到了黑白影像，
“后来得
知，这段画面是美国人在俄罗斯找到的，
被他们用到了一段纪录片里。
”
于是，
黄建
新立即派出两组人马远赴俄罗斯，
找到了
彩色影像再现开国大典盛况
这段 4 分钟的资料，并全部买了下来。不
在国内以往的影像资料中，
关于开国
过，
由于年代久远，
胶片质量已经很差，
为
大典的画面并不多，而且都是黑白的，当
此，剧组又借助了全新的 4K 转换技术，
年黄建新执导的电影《建国大业》在呈现 “从没想到开国大典能通过彩色画面这么
这段历史的时候，
也采用了黑白画面。但
清晰地呈现出来，
好像穿越到那个时候一
这一次，
《决胜时刻》的结尾却为观众呈现
样，
这是让我特别高兴的一件事。
”
了一段彩色的开国大典真实历史画面。
时报记者 王淞

京津冀艺术欣赏季
收官大剧本周上演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作为天津市第十二
届滨海艺术节暨京津冀艺术欣赏季收官剧目，
由天津出版集团百花文艺出版社与新区果子
剧坊文化艺术中心联合出品的话剧《当心你的
狗》将于本月 12 日晚在滨海文化演艺中心小
剧场首演。话剧《当心你的狗》根据著名作家
余耕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本剧编剧、导演夏琥
介绍说：
“原著《当心你的狗》是一部长达 26 万
字的长篇小说，
以若干条狗的视角来揭示生活
的现实与本质。然而一部舞台剧的容量终究
是极为有限的，我们只能高度凝练故事、人物
内核，
打破原有结构，
重新整合，
在尊重原著思
想表达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
将最适合舞台
表现的部分呈现给观众。
”

《中国机长》揭秘训练细节
张涵予苦学飞行技术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电影《中国机长》日前
发布特辑，
展现了演员的训练细节。为完成影
片中专业的表演，张涵予、欧豪、杜江和袁泉、
张天爱、李沁等人被分为飞行组及乘务组奔赴
四川航空培训中心完成了高强度的专业训
练。据张涵予透露，
飞行组三人培训期间一直
坚持上午在教室学理论、下午在模拟仓练习飞
行的节奏。教员们给了他们不少帮助。
“结束
时，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基础的飞行技术，能够
在教员的陪伴下独立完成飞机起降任务。”张
涵予说。

男篮众星燃爆哪吒体育节
哪吒体育节决赛之夜迎来“高人”，
天津先
行者男篮队员时德帅、孟子凯、李荣培、金鑫、
何思雨日前作为特邀嘉宾亮相，
他们的到来为
现场球迷带来惊喜。这些深受津门球迷喜爱
的篮球明星尽展才艺，
与球迷互动趣味问答并
组队挑战投篮，
笑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孟子凯和李荣培艺不高胆挺大地说起了
相声，
孟子凯用改编的“论捧逗”
使劲欺负了李
荣培一回，金鑫现场霸气秀肌肉，时德帅与球
迷朋友们分享了自己前不久在国奥队的经历
以及对天津队在 CBA 新赛季的展望。
时报记者 陈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