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么这个路口全是积水？
水务排水部门给予解答

4日中午，记者来到赵先生反映的

积水路段——新港路与春光路交口。

此时，该段道路几乎被积水淹没，特别

是靠近居民楼一侧的位置积水更深，积

水覆盖了南侧三条车道，多数车辆只能

集中从最外侧车道通行。

记者注意到，积水中被市民铺设了

几个砖块，用于行走。“这怎么又变大

海了？哪来的水？”从砖块通行而过的

李大爷说，“在夏季多雨的时候，这里

常会积水，为何现在不下雨，积水还这

么多？”

记者注意到，路面积水为道路污水

井内跑冒的水。那为何污水井跑冒情

况如此严重？记者随后联系到了滨海

新区水务局排水处。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新港路与春光路交口确实出现了

大面的积水，积水是从1日正式供热以

后出现的。经工作人员检查，发现是由

于大量的暖气水排入城市管网，导致管

网负荷过大，才引发的污水井跑冒。“我

们曾与供热企业协商，要求任何废水都

不能往城市管网内排。经过检查，这些

废水都来自于居民家中。”工作人员表

示，在供热初期，居民家中供热温度不

稳定，因此很多居民会选择大量放水来

提升供暖温度，这些水就通过小区管道

被排入了城市管网中。

工作人员表示，新港地区地势本就

低洼，一旦有积水比较难排，而且新港

区域的排水管道一直处于饱和状态，

“下水道平常没有大量水源进来，绝对

是够用的。现在供热水大量进来后就

超负荷了，才导致了污水井的跑冒。”工

作人员表示，目前排水处正在用泵加速

排水，争取尽快将路面积水清排干净。

等供热后期温度相对稳定了，放水情况

减少，跑冒情况也会得到解决。工作人

员指出，整个塘沽老城区的污水都是往

新河和北塘两个污水厂排放，处于饱和

状态。再加上目前老城区排水管网设

施老化，导致排污能力降低。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目前新港地区正在建设大型

污水管网，等该项目完成，会大大缓解

新港地区的污水排放问题。记者 田敏

“也没下雨啊，怎么路面上全是积水？”4日，市民赵先生致电本报热线称，
新港路上出现一大片积水，面积大且积水深，影响了居民出行和城市形象。

记者记者 何沛霖何沛霖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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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新建成的滨海新区

塘沽新港第一幼儿园现面向新港街辖区内学

前适龄儿童进行首次招生，报名时间为11月

15日-16日，无证园幼儿报名优先。

报名对象：小班——凡符合报名条件的年

满3周岁（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间

出生）身体健康的幼儿；中班——凡符合报名条

件的年满4周岁（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

31日间出生）身体健康的幼儿；大班——凡符合

报名条件的年满 5 周岁（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14年8月31日间出生）身体健康的幼儿。

报名条件：1.具有滨海新区户籍，幼儿户

口与自己的父母或“四老”在一起，户籍属于新

港派出所管辖的适龄幼儿均可报名。2.具有

滨海新区户籍，户籍地址与实际居住地址不一

致，实际居住地址属于上述派出所管辖区域的

也可报名（须持有房屋产权证或拆迁证明）。

报名时间：11月15日-16日的9:00-15:00。

报名地点：滨海新区塘沽新港第一幼儿园。

准备材料：报名时家长须携带户口簿、房

屋产权证或拆迁证明、幼儿预防接种证（儿童

保健手册）和一张1寸幼儿近期免冠照片。

咨询电话：25650887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吉敦峰 潘
法宽 魏雯晴）翟某最近因生活压力大准备送

外卖补贴家用，可是他抱着侥幸心理买了个

“不知真假”的牌照和一辆二手摩托车，结果连

成本还没收回就被抓了。

事发当日，滨海新区公安局天津港分局民

警在通海南路巡查时发现一辆黑色二轮摩托车

突然掉头，形迹十分可疑。民警随即拦截并进

行盘查，在交流过程中，发现驾驶人翟某眼神闪

烁，总是避而不谈自己的身份，还多次强调自己

送外卖赶时间，迟到会被罚钱。民警顿觉疑点，

在利用网络信息平台调取翟某的个人信息时，

发现翟某不具备普通二轮摩托车准驾资格，且

他的个人名下并无车辆登记信息。在民警的追

问下，翟某承认自己是兼职送外卖，没有摩托车

驾驶证，摩托车购买和上牌也没有任何手续。

据介绍，翟某本在某单位上班，因经济效

益不景气，利用上一歇三的业余时间当起了

“外卖小哥”。为图方便，他在微信朋友圈上花

50 元钱买了一个“不知真假”的号牌，又花

1700 元钱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万万没想

到，连自己买车的钱还没有赚到就被民警抓

了，翟某当场懊悔万分。最终，翟某因使用伪

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拘留

15日并处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外卖小哥”买假牌
刚上路就被罚款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昨天，记者从泰

心医院获悉，随着天气变凉，发病率“十万

分之一至二十万分之一”的主动脉夹层患

者近期“扎堆”出现。

日前，56岁的李先生和63岁的汪大爷

先后因“胸部撕裂样剧痛”住进泰心医院。

经查，二人均患有主动脉夹层，病情危急，

需尽快手术治疗。就在二人准备手术的同

一天凌晨，医院又紧急接诊了一位主动脉

夹层患者。41 岁的孙先生有多年的高血

压病史，但从未给予重视。入院当晚，孙先

生正在单位值班，突然出现肩背部剧烈的

撕裂样疼痛，难以忍受。由于持续了2小

时仍不见缓解，同事赶紧送他就医。医生

根据检查情况判断孙先生的体内出现了

“主动脉夹层”，即靠近心脏的升主动脉内

部被撕开了一个裂口，高压的血液经裂口

进入了主动脉的血管壁内，形成了一个夹

层，这个巨大的“夹层血肿”一直延伸到了

腹部的主动脉壁。随后，孙先生被收入

CCU病房，随时准备接受手术。如今，经

过十余天的恢复，三位患者先后康复出院。

“被破坏的主动脉随时有可能破裂，发

生大出血，危及生命。抓紧每一分钟、尽快

手术是挽救患者生命的唯一办法。”专家介

绍，“主动脉夹层”的知名度远不如“心梗”，

但比心梗更致命，死亡率高达九成，因此被

称为人体内的“不定时炸弹”。

专家提醒，秋末以及冬季是主动脉夹层

的高发季节，特别是高血压患者应规律监测

血压，按医嘱调整降压药物，严格控制血压。

高血压病人一旦出现突发剧烈胸背部撕裂样

疼痛，一定要立即就医。在日常生活中，高血

压病人应坚持服药、控制血压、稳定情绪，避

免进行相对激烈的运动，保持规律生活。这

些对于预防急性主动脉夹层都非常重要。

天气变凉病人增多
警惕“不定时炸弹”

新港第一幼儿园
本月将首次招生

健康讲堂
——你知道“克伦特罗”吗？③

四、买肉时应注意什么？
◎哪里买：在正规超市购买大企业、大

厂家生产的畜肉制品是规避克伦特罗风险

的有效途径，他们受到的监管相比小规模、

家庭养殖环节更为严格。

◎不买：消费者购买畜肉时要拣带些

肥膘的肉，颜色不要太鲜红。

◎少买：克伦特罗在内脏的残留更多，

建议消费者少买少吃内脏。

滨海新区疾控中心

时报讯（记者 田敏）“家里自来水的水流

太小了，根本无法满足平时生活用水。”近日，

市民李女士致电本报热线称，家中自来水水流

很小，平时用水很费劲，给业主生活造成了不

便，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用水难？

李女士是东沽石油新村一区 23 栋的住

户，她告诉记者，家中自来水水流太小，有时甚

至没水，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李女士

说，这种情况存在时间不短了，但之前并不严

重，近日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新区水务局立即责

成相关部门认真调查。经了解，李女士家中水

压低是管网老化造成，必须通过“三供一业”供

水改造来解决。但由于该门栋有一户居民不

同意改造，导致无法实施。自来水公司将联合

移交单位、居委会和物业公司一起做该户的工

作，争取早日实现改造。

自来水水流太小
市民遭遇用水难

时报讯（记者 田敏）“不允许居民在门口

存放杂物，但是楼道内却堆满了垃圾桶？”近

日，市民郑先生致电本报热线称，小区一楼楼

道出入口处的通道内，被人用彩钢板搭建了隔

断，分成了通道区和垃圾杂物堆放区，不仅影

响了环境卫生，也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能尽快

将垃圾桶以及杂物清理干净。

郑先生告诉记者，在解放路贻成综合大厦

3栋1门的一楼楼道出入口通道内，有人用彩钢

板在通道上装了两扇门，隔断后，一半用于行

人通行，一半则存放了垃圾桶和废纸箱等，“实

在危险，脏乱不堪，特别是夏天，环境很差”。

针对郑先生反映的问题，新村街道立即责

成相关部门调查。经了解，社区居委会工作

人员与社区民警一同来到聚金商厦管理办公

室，找到相关负责人说明情况后，该负责人表

示，愿意配合社区做好相关工作，“但是商厦

每天都会有很多垃圾需要处理，环卫部门每

天 14:30 和 17:00 分别来车收运垃圾，平时商

厦门口不允许堆放垃圾，所以只能暂存在该

处通道内”。此事经协商决定，街道、社区、派

出所及城管将与商厦共同研究，尽快制定一个

科学、合理、安全的解决方案。

小区楼道堆放杂物
破坏环境还存隐患

2016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善

协会在青海设立了第一个“黄南民族高

级中学鸿志班”，广大志愿者和爱心人士

支持困难学生完成高中学业。今年，第

一个“鸿志班”的孩子们全部考上了大

学，进入专科和本科院校。前段时间，学

校专门向协会发来感谢信，感谢新区志

愿者和爱心人士的支持。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16 年，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慈善协会就伸出援手，在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设立了第一个

“黄南民族高级中学鸿志班”。50 名家

庭困难、成绩优秀的应届初中毕业生进

入到“鸿志班”开启高中生活。这些学

生由艾地盟科技有限公司认捐，每年为

每人提供1000元助学金。转年，为了让

更多的孩子得到帮助，天津荣冶林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慈善协会在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民

族中学设立了2个“鸿志班”，一共资助

100名学生。该公司每年向“鸿志班”的

孩子们资助10万元，直到高中毕业。

自2016年至今，每年都有“鸿志班”

成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善协会通过

慈善羽毛球赛筹集善款，广大志愿者和爱

心人士踊跃参与，积极资助“鸿志班”的孩

子上学，让越来越多的困难孩子得到上学

的机会。当得知第一个“鸿志班”的孩子

们全部走进大学校园，曾经参与捐助的志

愿者和爱心人士非常高兴。记者了解到，

这届“鸿志班”高中毕业生中，有4人考入

天津的学校，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善协

会也与在津读书的孩子取得了联系，志愿

者和爱心人士也将继续关爱他们。

记者 许卉

志愿服务遍布城市各个领域

新区志愿者用爱传温暖
新区创文进入攻坚冲刺决战阶段，

活跃在新区的广大志愿者已经成为文
明城区创建中的最美风景，志愿服务也
已悄然延伸至城市的各个领域。昨天，
本报记者采写了一组新区志愿者的故
事，见证他们的爱心义举，感受他们为
深秋的滨海送来的暖意。

11月6日上午，滨海新区红十字会

组织开展了以“感谢捐献者、爱心点亮

津城”为主题的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血样采集活动。来自滨海新区教育系

统的22名教师现场接受造血干细胞血

样采集，加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

伍。他们的爱心义举将进一步充实中

华骨髓库储备，给等待造血干细胞移植

的患者带来更多生的希望。

塘沽中专的政教处主任张丽军曾在

2009年进行过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几

年前她就接到了初次配型成功的通知，

而当时她的家人对捐献有很多顾虑，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详细解释，

让她和家人真正了解了捐献的过程，并

找专业医生为其普及医学知识，打消了

顾虑。但因为患者的病情的原因，最终

未成功捐献。此次参加采集活动，44岁

的张丽军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更多

的年轻人加入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的

队伍，为更多血液病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28 岁的付琳雅是当天第一个来到

红十字会参加血样采集活动的捐献志

愿者，她在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

库（中华骨髓库）留下了自己的详细个

人信息，并现场进行了造血干细胞血样

采集。她说，能够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是受到父母的影响。据了解，付

琳雅的父母坚持献血多年，付琳雅18岁

时便在父母的鼓励下进行了第一次献

血。今年，她从新区红十字会的宣传中

了解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情况，于是直

接跑来捐献。付琳雅称：“造血干细胞

配型成功的概率并不大，但我们如果都

能成为志愿者，就能给等待移植的患者

带来希望，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愿意！”

据了解，滨海新区红十字会从2003

年就已经开始了关于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宣传活动，截至目前，滨海新区红十

字会共采集志愿者血样4410 例。在今

年滨海新区红十字会的造血干细胞宣

传月活动中，得到社会积极响应。参加

本次采集活动的22名志愿者是新区21

所学校的老师，下周，天津科技大学的

千余名师生也将陆续完成造血干细胞

血样采集，为等待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

者带来更多生的希望。 记者 张玮

11月6日，新区爱心企业阿克苏诺贝

尔涂料天津TEDA工厂的30名志愿者，为

滨海新区祥羽孤独症康复中心的“星娃”

们装饰新家。

打磨、刷漆、保洁……当天上午，30名

“粉刷匠”走进滨海新区祥羽孤独症康复

中心坐落在徐州道的新校舍，做最后粉

刷。记者在现场看到，大家到达校舍后，

马上按照分工拿起工具热火朝天地干了

起来，全然不顾鼻尖渗出的汗水和滴在身

上的墙漆。

“等孩子们走进这个新家，一定很开

心，我仿佛看到了他们奔跑的身影和灿烂

的笑脸。再累，也值了！”望着焕然一新的

新校区，一名志愿者说。

为“星娃”举办儿童节等节日联欢、提

供社会实践机会、捐赠爱心物资……据了

解，阿克苏诺贝尔涂料（天津）有限公司于

2016年与祥羽结缘，曾多次为滨海地区的

孤独症患儿提供帮扶。“在我们装修最困

难的时候，阿克苏诺贝尔雪中送炭，捐赠

800升多乐士竹炭漆，并现场帮忙，为祥羽

的星娃们营造了一个安全精美的学习环

境。”祥羽孤独症康复中心负责人告诉记

者，在爱心企业的支持下，新校舍装修已

全面竣工，不久之后，这座宽敞明亮、专业

设备完善的校舍将迎来近百名孤独症患

儿在这里学习和生活。 记者 杜红梅

22名教师成为捐献志愿者
爱心企业志愿者
变身“粉刷匠”

“鸿志班”感恩新区志愿者

记者记者 何沛霖何沛霖 摄摄

记者记者 杜红梅杜红梅 摄摄

6日，天津保利剧院携手天津茱莉亚学

院联合打造的“首届天津室内乐音乐节”在

天津大剧院小剧场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为

期12天的8场极高水准室内乐演出即日

起也正式拉开帷幕。

与很多传统意义上的音乐节不同，由

于天津茱莉亚学院的加盟，首届天津室内

音乐节被赋予了更多音乐教育和音乐普

及的功能。令天津茱莉亚学院艺术总监

兼学术院长何为特别期待的是，除了8

场高品质的室内乐演出外，本届室内乐

音乐节还将举办大师班、观摩彩排、文

化论坛等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

这对普及室内乐知识无疑是一次密集

的知识输出。何为坦言，在中国演出

市场上，“这是一次相当大胆的音乐

节”，如果说天津大剧院之前上演的

交响乐演出是一顿顿“音乐大餐”的

话，那室内乐则是“每日音乐营养”，

满足每天需求，也更加滋养。

开幕式当晚，“大提琴界的巨

人”史蒂芬·伊瑟利斯携手德国

慕尼黑室内乐团为本届室内乐

音乐节打响头炮，音乐家们激情

四射的表演获得了现场观众的

热情回应。 记者 王晶

首届天津室内乐音乐节

英国大提琴泰斗打响音乐节头炮英国大提琴泰斗打响音乐节头炮

开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