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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发·欣悦学府（即“琴涛苑”，下同）
交房公告

尊敬的联发·欣悦学府项目（即：琴涛苑 1#、4#、24#、25#、26#、27#、

28#、29#、30#、31#、32 #、33#、34#、35#、36#、37#、楼，下同）业主：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联发·欣悦学府项目的支持与关爱！联发·

欣悦学府项目将于 2019 年10月15日至2019年10月30日办理接房

手续。届时，请您按照《交房通知书》及相关接房资料（已通过EMS
邮寄送达，如未收到，请您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到达

现场办理接房手续）的要求备齐接房手续所需资料，按时前来联发·

欣悦学府交付区办理接房手续。

我们热情恭迎您回家!
联发·欣悦学府交付接待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天池北路

琴涛苑37号楼一层商业

入住服务电话：022-59868980/66382856

联发集团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9月 25日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天津）有限公司携手711
冬日暖饮强势首发

秋风渐凉，寒冬将至。曾经多少次幻想过

在阴冷的天气中能够喝上一瓶温热的饮料，滴

滴暖胃，口口暖心。如今梦想成真，你的冬日

专属热饮来了！2019年10月8日，中粮可口可

乐饮料(天津)有限公司联手天津711系统160

家门店首发上市可口可乐全新热饮产品。多

种口味赶在寒冬来临之前温馨上市，为你及时

抵御秋风冬雪，打造热饮产品新风潮，让你从

此告别寒冷。

可口可乐热饮系列共包含四种口味，可满

足不同年龄层次与喜好的消费者需求——醇

香拿铁：由优选巴西咖啡豆精制而成，带来全

新丝滑口感；普洱消茶：清新淡雅，冬季养生

人士必备健康饮品；香蜜柚子：特别添加进口

柚子汁，滴滴饱含甜蜜与营养；浓醇奶茶：原

料精选自阿萨姆红茶，邀你品尝独特异域香

醇风味。

热饮产品已于 10 月 8 日在天津全部 711

门店首发上市，后期还将推出海量暖心活动。

天冷的时候，来瓶可口可乐热饮，点点滴滴暖

你一冬天，快来711火热抢购吧！

广
告

时报讯（记者 许卉）秋高气爽，泰达植物

资源库的芊卉园进入观赏季，网红植物粉黛乱

子草、细叶芒、花叶芒等观赏草等随风摇曳，姿

态万千。野趣横生的芊卉园吸引了众多市民

前往“打卡”。

记者从泰达绿化集团了解到，芊卉园主要

以科研基地为主，做观赏草品种的资源评价。

园内主要经典品种包括细叶芒、狼尾草、蒲苇、

斑叶芒、花叶芒、粉黛乱子草等。今年春季，工

作人员对芊卉园进行了微调，局部经典节点进

行提升。提升后的景观层次更加丰富，品种配

置水平更上一层楼，彩色系观赏草的种植面积

也有所增加，总体上营造了更好的景观效果。

当前，芊卉园已经进入最佳观赏季，观赏期将

持续至11月中旬，园内的别样秋景也吸引了

众多市民前去赏草、拍摄。

观赏草姿态万千
别样秋景引“打卡”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吉敦峰）外

省网上追逃人员变造身份现身新区，谁料途中

遭遇民警盘查露出马脚，随即被当场抓获。

10月5日，滨海新区公安局胡家园派出所

民警在辖区唐津高速中心桥收费站路口进行

巡逻盘查时，发现一辆丰田牌小轿车驾驶缓

慢，且有欲掉头逃跑的迹象，遂上前进行拦截。

随后，民警依法对驾驶员进行盘查询问，

发现驾驶员神色慌张、未携带相关证件并无法

提供其本人的相关身份信息。经查，民警在其

车内发现一张身份证，后经比对，该身份证与

其本人不符。通过进一步工作，民警发现驾驶

员郭某系被河北省公安局列为上网追逃的一

名犯罪嫌疑人，汽车上发现的身份证系其变更

姓名及出生日期的伪造身份证。目前，郭某已

被移交当地警方。

外地逃犯现身新区
自露马脚当场被抓

时报讯（记者 王晶）熊猫作为外国人认知

中国的文化符号之一，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喜

爱。高新区智慧山本月24日将迎来一部由意

大利人打造的沉浸式舞蹈音乐剧，而这部戏剧

的主角就是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们。

《稚子行——熊猫的家》是意大利TPO剧

团的扛鼎力作，自2016年首演以来已经受邀

在欧洲诸多国家和城市巡回演出。跟随熊猫

的脚步，《稚子行——熊猫的家》将展开一场中

国传统文化与美学的巡礼，竹林的生长、季节

的更替、汉字的演变均被巧妙地融入演出之

中，丰富而绚烂的中华文化让全世界不同年

龄、不同性格的孩子都沉浸其中。剧团艺术总

监甘地表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里有着令

欧洲艺术家难以置信的创作灵感和源泉。”

熊猫主演的音乐剧
24日在高新区上演

健康讲堂
——如何预防近视①

1.近视是一种屈光不正。
近视是外部平行光线经眼球屈光系统后

聚焦在视网膜之前的一种屈光不正。具体表

现为看不清远处的事物，能看清近处的事物。

2.近视影响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干涩、疲劳，

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影响孩子的正常学

习、生活和身心健康。

有些专业和工作对视力有严格要求，近视

有可能影响升学和择业。近视还会增加视网

膜病变等并发症的风险，严重的可导致失明。

3.预防近视，要保证充足的白天户外活动。
科学研究证明，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时

间可以有效预防近视发生。孩子每天应该开

展2小时以上的白天户外活动，寄宿制幼儿园

的小朋友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应少于3小时。

4.预防近视，要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
家长和老师选择使用适合孩子坐高的桌

椅和良好的照明。经常提醒、督促孩子读书

写字坚持“三个一”：眼睛离书本一尺，胸口离

桌沿一拳，握笔的手指离笔尖一寸。

学生每天要认真做眼保健操。

5.预防近视，要做到走路卧床不看书，合
理控制用眼时间。

不在走路时、吃饭时、卧床时、晃动的车

厢内、光线暗弱或阳光直射等情况下看书、写

字、使用电子产品。

读写连续用眼时间不宜超过40分钟。

滨海新区疾控中心

“收获远远大于付出”

今年20岁的彭瑀1999年出生于滨海

新区塘沽，从塘沽一中毕业的她顺利考入

北京语言大学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目前

已经大三。担任班长、校团委组织部副部

长并在校党委统战部有兼职的她，还曾获

得校优秀团员称号。今年6月，彭瑀在期

末考试期间得知有机会参加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游行，马上提交了

报名表并顺利通过申请。“我们班一共有

3人参加方阵，1人参加合唱。我在‘圆梦

奥运’方阵花车周围的第三圈，也就是‘内

三圈’，同时也是‘标兵’排的一员。”国庆

节前两个月没有回家的彭瑀提起阅兵前

的训练没有叫苦、没有喊累，但在她平静

的描述中仍能想象出训练时付出的艰辛

和汗水。

“我们8月1日开始训练，第一周是在

学校，用大音响在操场上放节拍器，同学

们以学院为单位分成几个小分队，围着操

场走，反复练习，踩准一分钟120步的节

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内容就是练

唱《北京欢迎你》。”彭瑀告诉记者，每天

7:30 到 11:00 为户外训练，14:30 到 17:30

在体育馆进行手部动作的练习还有步幅

的训练，不训练的时候也要保持每天5公

里的拉练。“训练虽然辛苦而枯燥，但也有

很多乐趣和美好，并没有什么疲惫感。彩

排的时间线拉得更长，每次都要持续超过

12小时，对体力是非常大的消耗。”

彭瑀说，训练期间，最大的困难就是

“困”。“凌晨起床的话，一般来说傍晚就要

入睡才能满足睡眠需求，但是生物钟根本

不允许我那个时间入睡，所以基本上都是

一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她笑着说，“最

有意思的就是拉伸的时候，躺在地上昏昏

欲睡，但是又有疼痛感牵扯着我们的神

经，所以只能靠大屏幕上放的《北京欢迎

你》的MV分散注意力，几天下来歌已经

烂熟于心了。”

如今，两个月的艰苦训练全都成为过

眼云烟。“感恩20岁的自己拥有这样一段

特别的经历，一份特别的国庆记忆，我的

收获远远大于付出。”彭瑀说。

“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参加”

10 月 1 日，不到 3:00，彭瑀和同学们

一起从学校出发，辗转大巴、地铁，7:00前

到达长安街。当国庆阅兵开始的时候，看

不到现场也没有带手机的他们就坐在路

边静静地等候。阅兵开始之后，有一个很

热心的工作人员，用手机打开直播，给他

们看了一下现场的盛况。

“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70’造

型的直升机飞过头顶的那一刻。因为在

那之前，我们其实都没有马上就要正式开

始了的实感，直到那一刻才真的觉得，我

们是在长安街上，马上要走过天安门，接

受习主席的检阅了。”问及当天的感受，彭

瑀说，“其实说激动也激动，大家几乎都没

怎么睡觉，而且在长安街候场的时候也不

会感觉困倦。但说不激动也不激动，毕竟

这样的演练已经进行过很多次。”

“当花车到位，我们包夹的时候，心情

更加激动。首先是见到花车上的人很激

动，然后就是我们刚刚站到自己的位置准

备好，‘彩虹战机’就从我们的头顶飞过，

那一刻真的很为祖国的强大自豪，尤其知

道那些飞机都是从滨海新区杨村机场这

边飞过去的，就更加自豪了。”12时过后，

彭瑀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大家一起离开长

安街返回学校。她和同学匆匆合影留念

后，迫不及待地返回了新区的家。

“刚刚结束的时候，在回来的车上刷

微博，看到阅兵的盛况非常感动。下一次

国庆阅兵，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参加。”彭瑀

坚定地说。

这个20岁的新区姑娘是国庆游行“圆梦奥运”方阵里一名“标兵”

“那一刻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
■ 时报记者 杜红梅 摄影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假期，对于20岁的新区姑娘彭瑀及她的家人而言，是
今生最难忘的一个“十一”。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行“圆梦奥运”方阵
里的一名“标兵”，彭瑀在自己的青春史册里为自己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我

入党 50 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

日子里，为了感谢党 50 年教育的恩

情，我上缴 1000 元党费以表达我对党

和祖国的忠诚与热爱。”国庆前夕，大

港油田退休职工刘其政怀着满腔热

情，将 1000 元党费交到所在的离退休

管理中心第二退休服务分中心支部书

记的手中。

今年 76 岁的刘其政是大港油田一

名普通退休职工，曾多次被评为滨海

新区优秀志愿者，2018 年被授予首届

“滨海好人”“道德模范”荣誉称号，其

家庭还被推选为全国“最美家庭”，在

整个油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家

见到他都会亲切地叫他一声“义务磨

刀老人”。从1990年至今，他走遍了油

区的 30 多个小区，义务磨刀剪 10 万余

把，从未收过居民一分钱。多年来，他

获得的各类荣誉证书、奖牌、奖杯老人

都会视如珍宝进行保存，但是不论政

府，还是油区给予的金钱奖励，他全部

毫不犹豫地捐献给社区养老院。截至

目前，刘大爷已累计捐款十余次，金额

共计约两万元。“我的工资够花了，我

要把这些钱送给社区养老院的孤寡老

人们，给他们买些日常生活用品，献上

我的一份爱心。”老人告诉记者。

前年，当得知可以缴纳“特殊党费”

后，老人便把当年政府和油区给予的各

项荣誉奖金悉数转为“特殊党费”缴纳

给党组织。老人说：“我们全家之所以

有今天，全靠党的培养教育，我每年都

将这笔特殊党费交给党，是对伟大的、

我深深敬爱的中国共产党致谢。”

记者 李婷婷 通讯员 杨玉荣 王战霄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摄影报道）

在“剪报达人”孙玉斌的眼里，报纸就是

历史最好的见证者，收藏报纸就是收藏

历史，一本本剪报册，记录了中国从“赶

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在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这位“老雷锋”

为祖国母亲和新区人献上了自己的一

份贺礼。日前，在大港油田第二退休服

务分中心芳华站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集报展主题教育活动中，孙玉斌老人

的集报作品与50多名退休党员和社区

群众见面。展出过程中，孙玉斌老人声

情并茂地为大家介绍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让大家

直观感受到70年来祖国发展日新月异

的巨大变化。记者注意到，整个集报展

文字达90万字、1500幅展品，拉开足有

百米长。

剪报展上，观展人员纷纷表示，从

剪报拼接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感

受到新中国变革之伟大、成就之辉煌。

今年 78 岁的孙玉斌是大港油田的

一名退休职工。1962年6月30日，孙玉

斌从静海老家应征入伍到辽宁抚顺，加

入了雷锋所在的部队，成为独立通讯营

的一名通讯兵，也成了雷锋精神的继承

者和宣扬者。在退伍后的50年里，孙玉

斌每时每刻都在传承雷锋精神。图文

并茂的剪报文化成为了他“战斗”的最

佳载体，也成了发挥余热的最好途径。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磨砺与磨难后，我

们的祖国顽强不屈屹立于世界的东

方。我和新中国一同走过了70年，我为

祖国母亲的强盛而自豪，这也算是我为

祖国母亲的献礼吧！”孙玉斌说。

1500幅剪报展品
再现70年光辉历程

昨日，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以班

级为单位开展了“不忘70年，抒写爱国情”

活动，分享举国同庆的喜悦，感受新中国70

年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

活动中，学生们把国庆期间观看70周

年大阅兵和庆祝活动直播后的感受用文字

记录下来，通过散文、诗歌等形式，抒发了

他们对祖国的赞美之情，增强了民族自尊

心和自豪感，树立了报效祖国的崇高志向。

文/记者 路熙娜 图/记者 何沛霖

分享感动时刻分享感动时刻
抒写爱国情怀抒写爱国情怀

记者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