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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时报讯（记者 许卉）日前，由天津经开区

社区学院主办的“王迅师生书法作品展”在泰

达图书馆闭幕。闭幕式上，一场书法作品慈善

义卖共筹得善款9350元，将用于黑龙江省赵

光镇中心学校图书室建设。

王迅是天津经开区管委会退休干部，书法

作品多次在市、区等地组织的各种展览中展出

并获奖。退休后应邀担任天津经开区社区学

院书法教师。本次展览精选了其新作30余幅

以及学员作品60余幅。展出结束后，王迅还

捐出了20幅精心创作的书法作品进行慈善义

卖。最终，通过现场竞拍和学员义捐，本次慈

善义卖共筹集善款9350元。这笔善款与之前

社区学院筹集的善款合计，恰好满足“大山小

爱”一万元捐赠一间图书室的要求，将由天津

开发区慈善协会将善款用于黑龙江省赵光镇

中心学校图书室建设。

记者了解到，“大山小爱”项目是由天津开

发区慈善协会和天津经开区社区学院联合设

置的为山区学校捐助图书室的项目，每一万元

可捐助一间图书室。自启动该项目以来，天津

经开区社区学院已为新疆、青海、甘肃各捐建

了一间图书室。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近日，中新天津生

态城璟苑小区居民余玉莲老人的家属来到中

新天津生态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第一社区卫

生服务站，为卫生服务站的全体医护人员送

来了一面锦旗，以表示对家庭医生团队及社

区全体工作人员细致周全服务的诚挚感谢。

余玉莲老人是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管辖

区域璟苑小区的一名居民，患有高血压、糖尿

病、脑梗等多种疾病，卧床多年。因为长期尿

潴留每月都需要往返海洋石油总医院更换留

置尿管，这对于老人及家属是一件非常头痛

的事情。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家庭医生团队

了解到老人的情况后，考虑到老人高龄、行动

不便及家属的照顾难题，老人的家庭医生李

超群主动联系其家属，带领护士李楠定期入

户进行尿管的更换。如此一来，老人再也不

用每月往返医院，极大地方便了老人和家属。

两位医务人员的做法让老人及家属深受

感动。近日，老人的家属专门制作了一面锦旗，

送到了生态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第一社区卫生

服务站，以表谢意。

定期入户为老人换尿管
社区医生获赠致谢锦旗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近日，家住长征里

小区的王先生向本报热线反映，小区内常常有

外来车辆随意停放，导致本小区的业主无处停

车。为此，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帮忙协调。

王先生告诉记者，长征里小区是一个老

旧小区，小区里以老人居多，所以本小区的业

主买车的并不算多，小区里的车位足够本小

区业主使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小区

的业主们常常遇到车辆无处停放的情况。“小

区里停放的车辆好多都不是本小区的车辆，

而是外来车辆。”王先生说，外来车辆随意进

出，常常导致小区业主的车辆无处可停，由此

也带来了很多不便。

对此，杭州道街回复称，长征里小区属于

老旧小区，引进的长效物业只负责卫生，对于

小区内车辆没有特定的管理措施，小区大门

也没有设立门岗。对于外来车辆随意进出一

事，因为居委会没有执法权，只能进行劝说。

与此同时，居委会已通知长效物业在门口处

张贴“外来车辆，禁止入内”标识。下一步，居

委会将与物业协调能否安装门禁设施，以防

止外来车辆随意进出小区。

外来车辆鸠占鹊巢
小区业主无处停车

时报讯（记者 马兰 通讯员 吉敦峰 张
月）近日，福升园小区门口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滨海新区公安局交管支队杭州道大队事

故民警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

经了解，徐某驾驶奥迪牌轿车与任某某驾

驶现代牌轿车在兵营路与崇德道交口发生交

通事故后，徐某驾车逃逸至福升园小区门口，

任某某将徐某车辆截停，徐某车内三人与任某

某车内三人发生口角，进而发生肢体冲突后，

徐某弃车逃逸。事故民警在对两车痕迹进行

勘验以及听取任某某陈述事故经过后发现，该

案件存在诸多疑点。“后来我们在对任某某调

查取证过程中，发现其证言存在诸多疑问。”事

故民警介绍说，这些证言更加深了对任某某

“碰瓷儿”的怀疑。事故民警随后调取沿途监

控录像发现，任某某驾车从塘黄路某饭店一路

尾随徐某的车，且在徐某车辆右转弯期间，故

意借用便道撞击徐某车辆，索要巨额修车费。

在铁证面前，任某某不得不承认其“碰瓷

儿”的事实。目前，任某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

已移交新河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一路尾随“碰瓷儿”
被交警识破落网

书法作品慈善义卖
筹善款捐建图书室

时报讯（记者 张智）18 日一早，您的

微信朋友圈有没有被“雪景”刷屏？很多朋

友都兴奋地说：“2020年新区又迎来一场降

雪！”但是，气象专家告诉我们，大部分区域

出现的并不是雪，而是“雾凇”。

据滨海新区气象台监测，由于空气湿

度大，地面气温低，新区昨日大部分区域出

现“雾凇”，只有大港区域监测到了小雪。

截至18日8时，大港区域的降水量为0.7毫

米，积雪深度1厘米。

据介绍，到了冬季，当地面环境温度整

体较低时，在低层水汽充沛的条件下，空气

中的饱和水汽可能直接凝华成冰晶，附着

在电线、树枝上形成了白色的冰花，叫做

“雾凇”。

那市民如何区分雾凇和雪呢？其实也

很简单，雾凇现象发生的时候，大树浑身都

被包裹着白色冰晶，也就是大树通体是白色

的，而下雪时则只有树顶部的位置会积雪。

那为何“雾凇”看起来也有局地性，海

河附近尤为明显呢？气象专家解释，这是

因为该区域水汽大，形成的“雾凇”比较多。

此次“雾凇”的形成，跟大雾有关，那雾

气何时能够消散？据了解，18日后半夜随

着风力增强，空气质量转为良好。

“雪景”刷屏朋友圈
其实大多是雾凇

时报讯（记者 张玮）近日，港口医院血

管外科团队实施动脉硬化斑块旋切术，成

功为复杂性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疏

通了病变血管，在为患者解除病痛、恢复

功能的同时，填补了滨海新区该领域的技

术空白。

据了解，一患者近 1 年来右下肢疼痛

愈发严重，右脚冰冷，行走距离不足百米就

会出现小腿酸胀疼痛，遂到港口医院就

诊。通过下肢 CT 造影检查，发现右侧股

浅动脉多发重度狭窄，且部分血管完全闭

塞。医院血管外科团队经过充分的术前分

析评估，并结合患者“不想下支架”的要求，

决定应用Turbohawk动脉斑块旋切技术进

行手术。通过介入微创手术将患者的病变

血管全部打通，术后即刻足背动脉触及到

了有力的搏动，术前还冰冷的足部也恢复

温暖。

此次开展的复杂下肢动脉病变斑块

旋切技术在滨海新区尚属首例，其在腔内

介入手术的基础上可将附着在血管壁上

的斑块彻底切割消除，及时恢复有效血

流，并且无需安置支架，避免支架带来的

中远期并发症，更好地保障了患者愈后功

能恢复。

医院成功实施“旋切术”
填补新区一项技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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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记者 刘梦泽刘梦泽 摄摄

走访
铁路部门安检处“收获”不小

燃气打火机、打火机燃料、压力剃须

泡沫、铁榔头……1月17日，记者在高铁

滨海站走访时看到，当天铁路部门安检

处“收获”不小，不仅查获了几个燃气打

火机、4 听打火机汽油及压力剃须泡沫，

还有 2 把明令禁止携带上车的铁榔头。

此外，今年春运以来，滨海西站查获的危

险品也在30件左右。

“春运期间，返乡务工人员要注意不

要携带锤子、剪刀等钝利器，回家探亲人

员也注意携带发胶、剃须泡沫、打火机、

白酒等不要超量。特别提醒一句，家里

饲养的仓鼠等小动物和榴莲等带刺激性

气味的物品也不能携带上车。”天津铁路

公安塘沽站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2020

年春运以来，滨海站查获的旅客携带的

危险物品就明显增多，既有明令禁止携

带的菜刀、铁榔头等钝利器，也有限制携

带的打火机、指甲油、压力容器摩丝、剃

须泡沫等“限制品”。

铁路公安提醒出行市民，乘车前请仔

细了解2019年出台的《铁路进站乘车禁止

和限制携带物品名录》及铁路部门相关规

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或延误乘车。

释疑
坐飞机禁带自热食品

春节在即，很多返乡过年的市民都

已准备好行囊。昨天，准备乘高铁回四

川过年的张女士致电本报热线，咨询“自

嗨锅”是否可以带上高铁。铁路部门相

关人士回应，列车上使用自热食品存在

危险，慎带！

张女士告诉记者，她买了“自嗨锅”

和自热米饭，准备带着和孩子一起路上

吃，但是有朋友提醒，“自嗨锅”可能禁止

携带上高铁，广西就出台过相关规定。

随后，记者了解到，2019年10月1日开始

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铁路安全管理

条例》规定，乘坐高铁禁止携带自热食

品。该规定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

区域内的铁路安全管理活动，广西当地

火车站工作人员曾表示，凡从广西出发

的动车组列车无论是否驶出广西行政区

域都禁止使用自热食品。

针对张女士的疑问，记者咨询负责新

区铁路安检的相关工作人员时获悉，目前

针对“自嗨锅”等自发热食品类是否禁止

携带乘车还没有相关规定。“这种食品类

的带上车没什么问题，但是不建议携带。”

她告诉记者，在中国铁路总公司官方微信

去年6月初发布的《带这些东西上火车，可

能会被没收》一文中提到，“自嗨锅”等自

热类食品在加热时温度较高，容易发生意

外，因此建议不要携带，或小心食用。

记者调查了解到，针对自热食品的

危险性，各地消防曾多次发文提醒。据

北京、浙江等地消防队员实验，在向自热

食品底座注入矿泉水后，只需短短20秒，

上部食物就开始煮沸，并冒出热气。此

时如果自热食品出气口被不慎堵住，很

容易造成整体包装膨胀，甚至发生爆炸。

此外，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危险

品运输规则》以及中国《民航旅客禁止随

身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的规定，这类物

品属于易燃固体，自热装置禁止托运和

随身携带。

新区各大火车站安检处近期查获的禁止和限制携带物品明显增多

春运行李 千万别带“错”！
■ 时报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刘瑞海 摄影报道

近日，家住新尚里小区的周女士反

映，因为家中暖气不热，已报修多次，但

是每次维修人员过来只采取放水的措

施，效果并不明显，所以至今家中暖气

冰凉。眼看着春节越来越近，业主希望

供热公司能尽快想出解决办法，让家人

过个温暖年。

据周女士介绍，因为家里暖气不

热的问题已经找过供热公司十余次，

但是维修人员每次上门都只是放水，

并不起作用。在此之前，有不少业主

私改暖气的情况。因为暖气不热，目

前业主们已经按照供热公司的要求将

私改的暖气管道恢复了原状。“供热公

司承诺只要改过来就保障我们取暖，

曾经有4次说过来修，可是都没来。最

后一次来维修后，三楼到四楼的管子

变热了，可是现在所有的暖气都是凉

的。”周女士说，马上过年了，暖气费一

分没少交，却依然要开着空调取暖。

为此，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协调，让

居民们过个暖和年。

对此，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回复

称，经核实了解，新尚里小区为串联方

式供暖，该小区换热站各项运行参数正

常。此前，供热单位已接到反映新尚里

3 栋 4 门暖气不热的问题，站内领导与

维修人员多次入户检查维修，并多次会

同辖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一起入户协

调，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经维修，暖气

已有所好转，但仍存在忽冷忽热的现

象。2020年1月5日，供热单位领导同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再次入户，已经

拟定出整改方案，以彻底解决暖气不

热的问题，目前正在按程序上报集团技

术部门。 记者 韩春霞

昨天，记者从有关
部门获悉，2020年春运
启幕以来，新区各火车
站安检处查获的禁止和
限制携带物品明显增
多。铁路公安提醒出行
市民，乘车前请您仔细
了解铁路部门相关规
定，以免延误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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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季聚焦守望初心
一同温暖

滨海融媒记者在供热一线滨海融媒记者在供热一线

热
线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暖气不热，居民盼过温暖年
回应：已拟定整改方案以彻底解决暖气不热的问题

1 月 17 日是“小年”。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杭州

道街一级老人家食堂北海

明珠大酒店内，近 200 位辖

区老人欢聚一堂，吃了一顿

喜气洋洋的小年宴。

同日，新村街道正义里

社区党委、退役军人服务站

组织 30 余名社区志愿者到

海军勤务学院的食堂与战

士们欢聚一堂，让离家在外

的部队官兵感受浓浓的年

味儿和家的温馨。

当天，泰达街紫云社区

则组织居民开展了“我们的

节日——迎新春小年夜包

饺子、话家常、品年味、扬传

统”活动，15 组家庭齐聚一

堂，共话邻里情。

记者 马兰 张智 许卉

欢聚一堂过小年

浓了年年味味儿 ！！

新春将至，浓浓的年味

已来到。日前，天津经开区

老年人协会书法组的成员

们走进泰达街雅园社区，开

展了“迎春送福写春联，翰

墨飘香添年味”活动，为居

民 们 写 福 、写 春 联 、送 祝

福。“手写的春联才有年味

儿，贴在家里意义不一样。”

居民们手捧着心仪的对联，

露出喜庆的笑容。

日 前 ，塘 沽 街 道 党 工

委、办事处在滨海新区文化

中心举办了“新春送福进万

家”主题文化活动，邀请新

区文联、老干部书画研究院

的书法名家、街道社区的老

中青书法爱好者现场挥毫，

为群众书写春联、“福”字。

群众纷纷表示，手写的春

联，更具有传统春节的文化

韵味。 记者 许卉 张智

手写春联送祝福
老人欢聚一堂吃小年宴 记者 何沛霖 摄

书法名家现场挥毫送祝福 记者 张智 摄

火车站安检人员展示查获的物品火车站安检人员展示查获的物品

“ 这 个 寓 意 好 ，谢 谢

您！今天竟然拿到了知名

书法家手写的春联，这个我

可得收藏起来。”拿到对联

的寨上街居民陈春波高兴

地说。眼下春节临近，由寨

上街道办事处主办的“激情滨

海，翰墨迎新——津门名家、

唐云来师生、社区群众百人书

画作品展暨迎新年暖春行动”

在寨上街道综合文化站举行，

书法家现场提笔写春联、福

字，给居民奉上文化年货。这

是新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给基层群众带

来的文化实惠。

17日上午，天津市和滨

海新区书法家协会的书法

家 们 来 到 滨 海 客 运 站 送

“福”，把祝福与问候，传递

到远方。步履匆匆的旅客，

纷纷停下脚步，将“福”的好

兆头装进行囊，带回家乡。

记者 刘芸 马兰

文化年货带回家

书法家到滨海客运站送“福” 记者 何沛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