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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讲堂

6.预防近视，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
合理的营养。

充足睡眠：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要达

到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

合理营养：儿童青少年应做到营养

均衡，不挑食、不偏食、不暴饮暴食，少吃

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7.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是近视的重
要诱因。

学校使用电子产品的教学时长原则

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

课余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学习 30—

40分钟后，应休息远眺放松10分钟。

非学习目的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

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

6岁以下儿童要尽量避免使用手机

和电脑。

家长、教师在孩子面前应尽量少使

用电子产品。

8.尽早发现近视并矫正，防止加重。
近视要早发现，早矫正。

看不清黑板上的文字或远处的物

体时可能是发生了近视。定期进行视

力检查，有利于早发现、早矫正，防止近

视加重。0—6 岁是孩子视觉发育的关

键期，应当尤其重视孩子早期视力保护

与健康。

一旦确诊为近视，就应该进行矫正，

应尽早在医生指导下配戴眼镜，并定期

复查，不然视力有可能进一步下降。

滨海新区疾控中心

——如何预防近视②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昨天，记者从铁路

塘沽站获悉，12 日开始塘沽站部分列车停

运。车站工作人员提醒，有出行计划的市民

请注意。

具体停运的列车情况如下：

10 月 12 日 至 12 月 29 日 邯 郸 — 承 德

K7763次停运。

10月13日至12月30日承德—石家庄北

K7768次停运。

10 月 14 日至 12 月 31 日朔州—秦皇岛

2601次，逢周一至周五停运，周六、日开行。

10月14日至12月31日乌兰浩特—东营南

K1534次，逢周一至周四停运，周五、六、日开行。

10月14日至12月31日辽源—北京2590

次，逢周一至周五停运，周六、日开行。

铁路塘沽站
部分列车将停运

时报讯（记者 许卉）前段时间，杨家

泊小学的孩子们收到了爱心企业赠送的

透明雨伞。根据小学生身高特点制作的

爱心雨伞将在下雨天为孩子们护航。

几年前，天津摩比斯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结合自身的企业特点，开展了为

孩子们赠送透明雨伞的公益活动。根

据小学生的身高特点制作的透明雨伞

不会遮挡孩子的视线，有效的降低了交

通意外伤害的风险。这些年，新区乃至

河北邢台大鱼村诸多学校的小学生都

因该公益活动成为了“有伞一族”。前

段时间，摩比斯再一次通过天津经济

技术开发区慈善协会将“爱心雨伞”送

到了位于汉沽地区的杨家泊小学，希

望这些爱心雨伞能为孩子们带来关爱

与安全。

爱心雨伞进校园
护航学生上学路

时报讯（记者 王梓）歌曲《映山红》

是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也是一首

经典的爱国主义歌曲。日前，为了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生态城企业天津卓

阳科技有限公司历时一个月精心制作，

让虚拟“小红军”唱响《映山红》。

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该视频

基于语音、歌声合成技术，由团队历时

一个月制作而成。虚拟“小红军”倾

情演唱，其音质效果已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团队希望以这样的方式，为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送上一份创意满满

的祝福。
时报讯（记者 马兰 通讯员 吕思雨）10

月8日18时53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

救援支队新昌路中队接到报警称，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西区港城大道与中心庄路交口发生

车祸，并伴有漏油情况，急需救援。

消防中队立即赶赴现场，经侦查，发现是

两辆半挂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拉的集装箱，

无易燃易爆物品。前车拉的渣土，发生侧翻，

油箱有漏油现象，司机被困在驾驶室并且有头

部轻伤，无生命危险。消防队员到场后，一方

面立即组织人员现场警戒，疏散周围群众以及

车辆；另一方面利用一支泡沫水枪对油箱泄漏

部位进行稀释和防范。与此同时，组织抢险人

员利用液压工具进行破拆救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人员最终被

成功救出，随后便被送往医院救治。

半挂车追尾侧翻
消防员紧急救援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吉敦峰）辖

区电动车被盗的警情时有发生，通过进一步侦

查，警方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可就在此时，案件再度陷入僵局——嫌疑人的

身份信息显示，其因失踪被宣告死亡，户口已

被“注销”！那么嫌疑人又是如何“死而复生”

的？民警通过进一步工作，最终揭开了真相。

2019年8月以来，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发

生多起电动车被盗案件，派出所立即成立专案

组开展侦查工作。通过对案发地现场走访，民

警发现了一些共性：案发小区均为新建小区、

案发时间集中在13时至15时和22时至24时

两个时间段、被盗的车辆均为旧电动车。办案

民警扩大视频追踪范围后，在多个案发地周围

都发现了身高体态极其相似的同一男子，因此

判断几起案件均与其有关。

9月9日凌晨，某社区再次发生电动车被

盗案件，办案民警立即调取小区和沿途监控视

频，最终发现被捕捉到的嫌疑人面部图像。随

后有民警认出其为有盗窃电动车前科的高

某。可根据民警的回忆，专案组对嫌疑人姓

名、年龄、户籍地等关键信息进行查询时发现，

虽然高某的长相与犯罪嫌疑人一致，但其户籍

信息赫然写着“户口注销”四个大字，被注销的

时间就在今年夏天。

“死亡人口”是如何盗窃这么多电动车的

呢？专案组根据一辆被盗电动车的防盗牌照，

很快锁定了被盗电动车最后出现的位置，摸清

了嫌疑人的落脚地，并在嫌疑人可能继续作案

的小区以及必经路口进行布控、蹲守。9月23

日上午，办案民警在某二手市场蹲守时发现嫌

疑人，当场将其控制。

经审讯，高某对其涉嫌盗窃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高某交代，自己今年7月被释放后，

家人因其长期失联报人口失踪而注销其户

口。他出狱后一直没有稳定工作，最后选择了

“重操旧业”。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里，其在多

个小区盗窃电动车40余辆，涉案金额10余万

元。目前，高某已被警方依法刑拘。

“销户”盗贼重操旧业
两个月偷车40余辆

虚拟人物唱红歌
为新中国送祝福

10月8日，参加国庆阅兵领导指挥方

队的张健载誉归来，在战友们的热烈欢迎

中“回家了”。回想起备战阅兵的日子，张

健感慨万千。夏季的北京，平均气温都在

30℃以上，地表温度也接近 50℃，高温

下，每一位参加阅兵的战士脸上的汗水一

滴一滴落下。这一切训练都只是为了那

96米的距离、66秒的时间、128步正步。6

个月，180天，每周训练6.5天，日均训练8

小时，从齐步到正步每天要走出 25000

步，不为别的，只为了迈好张健所向往的

每一步。

张健说：“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训练

场上我也曾经是‘一阵风’，可刚到阅兵村

看见参加阅兵的年轻小伙子们，我顿时感

觉岁月不饶人，自己只有刻苦认真地训

练，才能圆满完成任务。我和我所属的方

队战友们加班加点地练，力求每一个动作

都精益求精。”

张健所在的队列第一排面 25 人，全

部由将军组成，在阅兵场没有职位高低，

只有队列标准，就连休息时间，大家都自

发训练。因为训练强度大，张健腰疼和腿

疼的老毛病也都犯了，但自始至终张健和

方队里的战友们都坚持着。

回想起参与国庆阅兵的整个过程和

一幕幕画面，张健由衷地说：“我很荣幸地

参加了新中国成立70 周年阅兵，一提起

来，心底就会有自豪感，我能作为代表参

加这次阅兵，是我这一生的光荣。我没有

辜负首长的嘱托、战友们的期盼，以一个

津门卫士的身份接受了祖国的检阅，接受

了领袖的检阅。”

“阅兵结束归来后，我正认真学习和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我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练强过硬本

领、提升打赢能力，用实际行动回报祖

国。”张健说。

载誉归来，驻新区武警受阅警官回忆激动人心的时刻

“参加阅兵，是我一生的光荣！”
■ 时报记者 马兰 通讯员 翟芸 摄影报道

伴随着激昂雄壮的乐曲和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广
场，接受祖国的检阅，这是每一个军人的梦想。武警天津市总队执勤第三支队
副参谋长张健就带着这样的梦想，迈着坚定的步伐，代表武警官兵，以一名受
阅官兵的身份走过了天安门广场，走上了他向往已久的阅兵道。

时报讯（记者 田敏）近日，市民郝先生致

电本报热线称，小区内有业主私占公共用地，

并将其建成了自家的花园，不仅破坏了小区整

体环境也侵害了其他业主的权益。

郝先生是世纪花园小区的居民，他告诉记

者，小区17号楼和18号楼之间有条通道，有住

户在通道的空地上建起了私人花园。“业主房

产证上明显标注此处为空地。”郝先生说。

针对业主反映的问题，小区所属古林街回

复称，世纪花园小区17号楼和18号楼之间、9

号楼和13号楼之间、13号楼和17号楼之间、18

号楼和22号楼之间此前确实存在违建的问题，

综合执法部门已按照相关规定对8处车库和储

藏间依法拆除。此次，执法大队第一时间到达

现场进行了调查取证，经了解，郝先生所说的小

院为未批先建，后期补办的相关手续。针对其

所称违法圈占和现业主对小院认定的诉求，古

林街执法大队正在尽量寻找可行性的解决办

法。如果确实为违建，将会及时进行拆除。

“空地”上盖小院
引发业主不满

“今天是您 94 岁生日，我们代表两

个街道办事处来给您祝寿，同时也感谢

您为新中国解放作出的贡献，为您颁发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奖章……”日

前，塘沽街道朝阳楼社区的活动室里祝

福声不断、欢歌笑语始终萦绕。这是塘

沽街道与河北区王串场街道共同为曾经

在革命中奉献青春的老战士古一群举办

的生日会和颁章活动。在这特殊的日子

里，两个街道为老人送上生日的祝福，向

老英雄致敬。

回首往昔，峥嵘岁月犹在眼前。古一

群今年94岁，于1947年12月参加革命，

1949年9月入党。先后在解放锦州、解放

天津等战斗中，悄悄潜入当地，为解放军

绘制地图、搜集情报，为新中国解放事业

作出重要贡献。解放后，古一群在天津市

河北区王串场街道办事处工作至离休，兢

兢业业工作几十年，为街道发展贡献了智

慧和力量。离休后，他居住在塘沽街富阳

里社区，坚持为社区建设发挥余热，成为

街道辖区党员群众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活动当天，两个街道的领导同志亲

手为老英雄佩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纪

念奖章和荣誉绶带。老人心情激动，眼

角始终闪耀着盈盈泪光。他动情地说：

“感谢党中央没有忘记我们，感谢街道为

我精心组织的活动，还是生长在新中国

幸福，祝福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生活越

来越好！” 记者 张智

潜伏搜集情报 为新中国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收到特殊“生日礼物”
94岁老英雄获颁奖章

木质花箱变身时尚花器，花卉栽植

高低错落……国庆期间，位于经开区街

头的花卉景观赢得不少游客点赞，独具

匠心的花艺也为城市增添了艺术范儿。

“很有艺术感！”从河北省来新区

旅游的张小姐告诉记者，她和小伙伴

都很喜欢这些时尚的花摆，拍了不少

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之后不少朋友

询问她这是哪个“打卡地”。

泰达园艺景观部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是首次将“花境”概念引入新区

的城市景观，本次栽植共涉及花卉植

物近50个品种，大多为不太常见的国

外引种花卉。

文/记者 许卉 图/记者 贾成龙

王大爷今年87岁，曾在1952年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目前是中石化四公司退

休职工。王大爷的老伴已去世多年，虽

有三个儿子，但大儿子患有脑出血瘫痪

在床，二儿子身体状况也较差，三儿子则

去世多年，所以老人目前自己一个人生

活。老人又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曾做过

2次支架手术，腰腿还疼痛得厉害，平时

靠吃止疼药维持正常生活。老人经济条

件一直比较困难，每个月的工资勉强够

自己生活和医药费。“从 1981 年住进来

后，始终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翻新，38

年了，房子里的管线老化，设施逐渐陈

旧，我自己一个人居住，经常担心安全问

题，可我哪有钱装修？”想起之前的房子

状况，王大爷连声叹息。

令王大爷没有想到的是，半个月前，

社区对孤寡老人家庭进行入户走访，了

解到他家里的实际困难后，将王大爷的

情况汇报给大港街社会组织联合会，并

联系大港装饰协会为王大爷家免费装

修。在入户准备施工阶段，大港装饰协

会根据王大爷家的实际情况，临时决定

增加装修项目和预算，不仅帮王大爷更

换门窗、封阳台、换电线，还重新为其装

修了厨房和卫生间、更换了窗帘。

由于王大爷家的房龄长、管道老化严

重，装修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在对卫

生间主管道进行更换时，发生了漏水现

象，大港装饰协会及时采取措施，对楼下

进行了补救处理；由于厕所面积小，卫生

间地砖下沉严重，建安二居委会和大港装

饰协会经过多次探讨，以方便老人生活为

前提，设计出了最佳装修方案。在最后验

收交付阶段，为了让王大爷有更好的居住

感受，建安二居委会和大港装饰协会人员

还一起为老人打扫房间，将王大爷家废弃

不用的家具杂物等清理干净。

昨日，记者在王大爷家看到，大门改

换成了防盗门，地面是漂亮的地砖，墙壁

刷得雪白，扎实的防护窗崭新发亮，厕所

门也是全新的，上面的包装纸还没撕掉。

“现在政策越来越好，社区和街道对困难

群体的特殊照顾让我感受到来自党和国

家更多的关爱。”王大爷说。记者 李婷婷

老人住“新房”内心很温暖
受助老兵：“真心感谢党和政府！”

“以前只听说过或在电视上看
到过贫困家庭接受帮扶，做梦都没
想到，如今也可以帮扶到我，真心感
谢党和政府啊！”一周前，大港街建
安二社区在大港街社会组织联合会
的支持与协助下，联合大港装饰协
会为社区困难老红军、老党员王文
老人家进行了住房装修。昨日，王
文老人带着记者走进装修好的房
子，感谢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

独特花艺独特花艺
扮靓街头扮靓街头

记者记者 张智张智 摄摄

训练中的张健训练中的张健（（左一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