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生招聘会

找工作 ！谱靠靠

时报讯（记者 陈西艳）11月14日是联

合国糖尿病日，记者日前从滨海新区糖尿

病社区防治指导中心（解放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

的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为 11.6%，糖尿病

前期患病率为 38.8%，且糖尿病的发病年

龄趋于年轻化，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

属”。该中心副主任田文亮还提醒，糖前

期人群成倍增加，需及时干预。

为进一步落实好国家慢性病综合防

控示范区、天津市老年人就医服务月及滨

海新区卫健系统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等工

作，滨海新区糖尿病社区防治指导中心日

前开展了义诊咨询、免费测血糖、健康教

育讲座等系列活动。

据田文亮介绍，所谓糖前期，即糖尿病

前期，指血糖明显“越线”，超出正常值一大

截，却尚未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糖尿病

需要终身服药，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

但是，距离糖尿病一步之遥的“前期”还有

救。有研究表明，在糖前期进行生活干预，

一半人可以绕开糖尿病；另一半人群即使

患上糖尿病，也可减少30%左右的心血管事

件。需调整饮食结构，科学控制总热量的

摄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运动方式，一般以

每天半个小时以上有氧运动为宜，并注意

情绪调整，在必要的时候接受心理辅导等。

糖前期人群增多
及时干预很重要

记者记者 何沛霖何沛霖 摄摄

11月16日，由海河教育园管委会

和滨海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主办的“2020届毕业生大型校园招聘

会”在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举行。

共有来自海河教育园区8所高职院校

的2500余名应届毕业生参加招聘会，

173 家用人单位共收到简历逾 4000

份，其中半数以上学生达成就业意向。

据介绍，通过前期的需求调研和

细致对接、招聘会精心遴选了天津航

天机电设备研究所（五一八所）、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研究

所、宝峨（天津）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海尔集团等 173 家适合海河教育园

区各院校毕业生的用人单位，企业

提供了工程维修、品质检验、仓储物

流、网络运维、电子商务、行政文员、

新媒体运营、会计等 3000 余个工作

岗位，实现了企业岗位与学生专业

的精准对接。

文/记者 尹娜 图/记者 贾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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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新村街丹东里

社区安太里小区在煤气改造过程中下水管道

不慎被碰坏。热心居民发现后，第一时间上报

社区居委会，并在维修过程中一直守候在现

场。“小区的事儿就是大家的事儿，出点力不是

应该的吗？”热心居民说。

11月11日上午，居住在安太里18栋3门

的居民吴凤英发现门口煤气管道改造施工现

场污水外溢，便第一时间将情况反映至丹东里

社区。经过社区与煤气管道改造施工方协商，

对方答应负责维修。但在维修过程中，又出现

了新的问题。施工区域不断有水冒出，这次又

是居住在18栋居民邱燕发现后及时上报居委

会。经居委会和施工方及时查找问题，发现是

之前自来水管网改造时，老管道没有封堵好。

11月12日，相关施工人员对自来水管进

行维修时，热心居民邱燕为了监督施工情况，

一直陪同居委会工作人员坚守在施工现场，直

到晚上修好后才回家。

丹东里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在多方的通力

合作下，困扰居民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在

整个过程中，热心居民起到了重要作用。两位

热心的居民却表示：“小区的事儿，就是自己家

的事儿，都是应该做的。”

大事小情都上心
热心居民真给力

时报讯（记者 田敏）“自从多了个蓄水池，

地面积水多了，特别是冬天，太不安全了！”近日，

市民刘女士致电本报热线称，小区西门侧面的

区域新建了一个蓄水池，为绿化车辆供水。但

因此造成了小区车辆进出受阻，而且地面积水

也变多了，给居民出行带来了不便和安全隐患。

刘女士是渤海石油滨海新村兴海园一期

的住户，她告诉记者，小区西门侧面新建了一

个蓄水池，用来给绿化的车辆供水，“但给正常

行驶的车辆造成了不便，而且蓄水后，地面会

留下很多水”。刘女士说，入冬后，地面一旦有

水就会结冰，这给居民出行安全造成了隐患，

小区内老人和孩子出行太不便利了。

随后，记者就此问题联系到了小区物业公

司。工作人员表示，这个蓄水池是物业所建，

所建区域为物业用地，并未占用业主公共区

域，此外，这个蓄水池的建造是为了给小区绿

化提供水源，也是物业公司为应急消防所备。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小区内正在进行改造施

工，有部分施工车辆从此处加水施工，造成了

堵车与洒水。针对此情况，社区居委会已与物

业协商一致，将会加强管理，避开早晚高峰时

间作业，并防止车辆洒水。不过，是否拆除蓄

水池还需根据小区改造后的情况再作决定。

小区旁多了蓄水池
居民担心出行安全

时报讯（记者 张智）刚刚过去的周末，冷

空气如约而至，小雨、大风轮番登场。17日9

时20分，天津市滨海新区气象台发布寒潮蓝

色预警信号，预计17日至18日滨海新区将出

现寒潮天气，48小时最低气温将下降8-10℃，

17日傍晚至18日上午，平均风力可达6-7级、

阵风 8-9 级，18 日夜间，最低气温降至零下

2℃到零下4℃。

风吹云散，晴天再现。目前来看，周初两

天新区气温虽低，但天气晴好，空气质量为

优。周三气温就将回升到 10℃，届时空气质

量也将有所下降。

寒潮再次来袭
最低温降至零下

爱暖滨海爱暖滨海
走走近新区志愿者

时报讯（记者 许卉）日前，由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泰达社会管理委员会联合主

办的2019“泰达杯”全球青年创意设计大赛颁

奖典礼在泰达投资服务中心隆重举行，获奖作

品正式揭晓。来自国内外的多家优秀设计协

会、设计院校师生代表、行业优秀人才、企业代

表等200多人参加活动。

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共收到来自5大洲

42个国家地区386所专业院校的16353件优秀

作品，在作品质量与参赛数量上都比往届有较

大的提高，其中394件作品入围决选，经过初

选、决选两轮评审最终遴选出67件优秀作品

获得各类奖项。来自江西师范大学的毋珍樱

和团队设计的“纸板简易书桌”荣获本次大赛

产品设计类金奖，他们用废旧的快递盒为贫困

山区的孩子们设计了简易书桌，这一创意也来

自于他们对贫困教育问题的思考。而来自鲁

迅美术学院的关晓彤以“泰牛”为主题设计的

日历也脱颖而出荣获银奖，并成为此次颁奖典

礼的伴手礼，让创意成为了产品。

全球青年“比创意”
“泰牛”日历获银奖

记者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摄摄

“对大学生来说非常有意义”

天津科技大学大三学生李洪运是学

校红十字会负责人，16日一早，他便赶到

捐献现场，和学校其他红十字会志愿者

“小红豆们”一起安排本次造血干细胞志

愿采集工作。

李洪运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已接受造

血干细胞采集，去年他又通过网络注册

成为全国器官捐献的志愿者。李洪运告

诉记者，刚上大一时，他就在学长带动下

参与了红十字会志愿活动，在此期间，他

从滨海新区红十字会了解到关于造血干

细胞以及器官捐献的相关知识，重新认

识了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器官，

打消了顾虑。这两年多来，他不但自己

成为志愿者，还带动身边很多同学参与

到志愿活动中。“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为

他人点燃生命的希望，帮助那些急需造

血干细胞的患者，对大学生来说是非常

有意义的！”李洪运说。

为确保今年活动的顺利进行，李洪

运和“小红豆们”踏遍科大校园开展宣

传、专题培训。

活动当日9:30，采集工作正式开始，

自愿报名捐献采样的学生们纷纷来到大

学生活动中心，在“小红豆们”的耐心讲

解和引导下，同学们相继完成填表、审

核、取管、采样、领取证书全过程，默默献

出自己的一份爱心，成为中华骨髓库光

荣的一员。

已有19名志愿者完成捐献

天津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的大一新生卢信毅今年9月刚入学时就

开始参与校红十字会的志愿活动。他

说，前段时间学校举办过献血活动，但当

时他因故没赶上捐献，感觉很遗憾。这

次听说新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直接到校

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他就赶紧报了

名。卢信毅告诉记者，他希望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带动周边更多同学，他也将传

播更多志愿捐献知识，让大家真正认识

志愿捐献的重要意义。

据了解，自2003年至今，天津科技大

学先后开展了十余次集中捐献造血干细

胞采集入库活动。今年，在校团委和广

大师生大力支持下、在校红十字会的“小

红豆们”的共同努力下，天津科技大学历

年累计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捐献者超过

万人，累计加入中华骨髓库学生达到

10750名，入库人数连续多年名列全市高

校首位。截至目前，科大共有19名志愿

者配型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其中

还有1名志愿者与外籍白血病患者配型

成功顺利捐献，志愿者们的无私奉献成

功挽救了白血病患者的生命。

新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本

次造血干细胞采集活动，科大学子十分

踊跃，展现出当代大学生高尚情操和对

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新区红十字会将进

一步做好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和

服务工作，为挽救更多生命接续努力。

天津科大又有1255人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新区大学生助生命接力 赞！
■ 时报记者 张玮 摄影报道

日前，滨海新区红十字会和天津科
技大学共同举办了以“捐献造血干细胞，
我知晓，我认同，我参与”为主题的2019
年度高校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招募采集活
动。本次采集入库人数高达1255人，创
天津市高校一次采集入库人数新高。同
学们的善举增加了中华骨髓库的库容
量，为白血病患者点燃生的希望。

公益画展筹款建设小山村

继去年的“2018心画同行”公益画

展成功举办之后，“2019心画同行”如约

而至。走进泰达图书馆五楼的展厅，仿

佛回到了大鱼村。140多幅画作和100

多幅摄影作品，大多数作品均取材于大

鱼村。千年的老槐树、村头的石磨、夕

阳下的大鱼村小、慈祥的老奶奶……一

情一景都让去过大鱼村的人格外熟

悉。作者中有的是去过大鱼村的新区

孩子，他们凭借自己的印象和感受还原

了大鱼村的风土人情，有的则根据志愿

者们拍回来的照片进行了再创作。记

者在现场发现，还有一些作品来自大鱼

村以及周边村子的孩子之手。孩子们

通过画展展示了才华，也传递了感谢。

温暖如春的公益画展吸引了众多

爱心人士到场观展。开幕式上，12 幅

作品通过现场拍卖筹集善款18230元，

当日微店售卖作品筹集了4459.5元，本

次画展持续至11月30日，展示作品的

同时进行义卖，全部善款将用于大鱼村

及周围乡村孩子们的助学以及当地基

础设施改善。

“我最近参加了大渔爱心平台的一

些活动，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以

后我还会和朋友、同事一起参与，共同

奉献爱心。”拍走了第一幅作品《启明

星》的孙女士说。

“我想说，我们的每一分前行，都和你

们每一位相关。是大家给了我们力量和

信心，这条路可以走下去，会越走越好！”

17日晚上，大渔爱心平台的负责人之一葛

建伟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向支持画展、支

持大渔爱心平台的志愿者们致谢。

帮扶路上温暖同行

大渔爱心平台就是通过一次次的

助学、农产品义卖、画展凝聚了众多志

愿者，共同为大鱼村的发展出谋划策、

贡献力量。记者了解到，大渔爱心平台

是由天津滨海新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联谊会骨干成员在2017年自发组成的

公益组织，对大鱼村开展定向帮扶。本

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理念，从

最初的困难学生帮扶到农产品销售和

乡村游开发，帮助大鱼村制定村落整体

发展规划，慢慢实现着小村庄的大变

样。两年来，大渔爱心平台针对大鱼村

展开了多项帮扶。截至目前，精准帮扶

133名困难学生，助学走访200位学生，

行动遍布3个乡镇、50个村庄，累计助

学金额超 10 万元，扶助农村建设 5000

元，农产品销售额15万元，并发展了4

个公益子项目。

大渔爱心平台的主要成员们作为

志愿者付出了很多，从新区到大鱼村的

路他们走了无数次，受助学生的家去了

很多次，为筹备各项活动熬了许多夜。

但他们更愿意感谢每一位参与过大鱼

村帮扶活动的志愿者。一个名为“大渔

爱心平台-爱心圈”的微信群已经拥有

300多名成员，每一次助学或是农产品

销售等活动，都能得到志愿者们最温暖

的响应。

这两年，大鱼村里来了新区的医生，

患有先天性白内障的3岁小姑娘得到了

及时治疗；村里来了新区的绘画老师，他

们在村头的旧围墙上画出了最美墙绘；

村里来了滨海职工艺术团，悠扬的歌声

在大山里回荡；村里接待了不少公益游

旅行团，新区的孩子们在乡间小路上撒

欢和大鱼村的小朋友手拉手……志愿者

的一次次来访，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为了表达谢意，这个月村干部到新

区陆续为帮助过大鱼村的单位企业送上

了致谢的锦旗。“你们对我们好，我们心

里知道。”这是村干部留下的心里话，也

是大鱼村民们的心里话。 记者 许卉

公益画展筹集善款改善大鱼村 村干部到新区送锦旗谢“恩人”

点滴爱心逐渐改变小山村
17日，由滨海新区统战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经开区慈善协会、

泰达图书馆共同主办的“2019心画同行”公益画展在泰达图书馆开幕。公益
画展只是大渔爱心平台对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大鱼村众多帮扶项目中的一
个。自从小山村里来了新区志愿者，村子里热闹了，村容村貌也在悄然变化。

健康讲堂
——木耳泡久了会有毒吗？①

黑木耳作为一种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的食用菌，备受市民喜爱。然而，吃久泡木

耳中毒的新闻屡见不鲜。那么，木耳泡久

了真的会有剧毒吗?

一、鲜木耳是不能吃的

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木耳都是干木耳，这

是因为，鲜木耳是不能吃的，因为鲜木耳中含

有一种叫“卟啉”的物质，食用后经过阳光照

射，会发生植物日光性皮炎，从而引起皮肤瘙

痒、红肿、痒痛等，所以木耳需要在阳光暴晒

下制成干品，将“卟啉”等分解之后再食用。

二、久泡木耳真有毒？

干木耳本身是无毒的，正常情况下，合

格的干木耳经过泡发，炒食和焯水后凉拌

吃都没有问题。之所以会出现“中毒”的现

象，是因为泡发时间过长导致木耳被微生

物污染。在环境温度较高的情况下，泡发

木耳、谷类发酵制品、薯类制品，很可能被

一种叫椰毒假单胞杆菌的细菌污染。这种

细菌本身并不致命，但它能产生两种致命

毒素，分别叫米酵菌酸和毒黄素。

米酵菌酸毒素耐热，一般烹调方法不

能破坏其毒性，加热食用后仍可以引起食

物中毒。主要表现为，上腹部不适、恶心、

呕吐、轻微腹泻、头晕、全身无力。重者出

现黄疸、肝肿大、皮下出血、呕血、血尿、少

尿、意识不清、烦燥不安、惊厥、抽搐、休克

甚至死亡，一般无发热。如果怀疑发生疑

似中毒，须尽快催吐，并及时送医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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