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女志愿者 献爱过春节

春节期间，大港凯旋幼儿园的郭宝

琴老师和大学生女儿郭欣怡、青年志愿

者爱心服务队来到向日葵自闭症康复

中心看望孩子们，并送来了新年礼物。

郭老师已带领女儿和青年志愿者

爱心服务队连续十年坚持开展志愿服

务，关爱自闭症儿童。这次，他们为孩

子们送来了中国地图拼图、中国故事

图书和上课用的玩具，还有各种牛年

礼物。

春节前，郭老师和女儿还购买学习

机为困难儿童实现新年微心愿；来到百

岁老人家中做新年准备；自筹新年礼物

看望社区困难老党员、患有疾病的儿童

和老人……

记者 李婷婷 报道 李超 摄影

万元现金 物归原主

2月14日10时，市民肖阿姨乘坐开

往公交易居庭苑站方向的公交400路，

在汉沽金佰汇商厦站下车，准备换乘去

往市区的公交车走亲访友，谁知由于下

车匆忙将随身的背包忘在了公交车

上。待肖阿姨反应过来时，车已走远。

肖阿姨焦急万分，因为包内不只有身份

证、银行卡、社保卡、手机等物品，还有1

万多元现金。

与此同时，从金佰汇商厦站出站不

久的驾驶员徐伟无意间从后视镜中发

现一无人座位上放着一个女士背包，他

趁着车辆停站的工夫赶忙将背包收起，

在询问得知不是车上乘客的物品后，便

拿到驾驶室暂时保管起来。徐师傅将

车辆驶进公交易居庭苑站后，突然听到

包内有手机铃声响起，便赶忙拿出电话

接通，原来正是失主肖阿姨借别人的手

机打过来的寻物电话。徐师傅一边安

慰焦急的肖阿姨，一边告诉她自己是公

交司机，让她放心。为了方便肖阿姨领

取遗落物品，二人约定到公交汉沽公司

站认领。当天 11:27，在公交汉沽公司

站，经过双方仔细核对无误，肖阿姨激

动地从徐伟手中接过自己的背包，包内

财物一点不少。

记者 韩乐扬 通讯员 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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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鼠去，辛丑
牛来。春节假期，新
区的大街小巷装扮
着火红的色彩，家家
户户洋溢着欢声笑
语。平凡的岗位上，
无数人的坚守守护
着春的温暖，也护航
着家的团圆……“就
地过年”的这个春
节，新区年味依旧，
温暖依旧。

“来来来，写福字啦，你们两口子一块儿

写吧！”2月15日，在中国（滨海新区）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快速维权部部长董婧家中，同事

们像家人一样聚在一起，写福字、吃团圆饭，

举杯共庆快速维权部大家庭的新年团圆。

打扫卫生、炒菜、做饭，当日8:00，董婧

一家就准备了起来。为了让大家都体会

喜气、收获福气，董婧特地买来了笔墨和

红纸，让每一位同事都写下新年福字。

11:00左右，同事们陆续来到董婧家中。互

道新年祝福、写福字、包饺子，安静的家中

瞬间变得喜气洋洋，十分红火。董婧介绍

道：“我们很多同事都没成家，住公寓。我

是部门负责人，琢磨着过年把我家当作大

家的娘家，大家一起热闹一下。”

饺子煮熟浮起来，年味也飘进了同事

们的心里。董婧的同事祁岩告诉记者，往

年大家不可能聚在一起过年，今年非常有

意义，“牛年到了，希望越来越顺利，大家都

能有一个更好的新年。”2019年3月来到天

津的张文学今年也没能回山东老家过年，

“来了天津这一两年的时间，我们部门这个

大家庭带给我很多温暖，希望我们这个大

家庭在新的一年里能有更好的发展！”

记者 刘梦泽 报道 吕洪迎 摄影

欢庆的锣鼓敲起来，欢腾的金龙舞

起来，欢乐的秧歌扭起来……春节期

间，一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海味花会

展演在寨上街道朝阳花园社区上演。

社区居民于怀弟说：“我们小时候

每到过年就盼着看这个，基本上花会队

到哪儿我们到哪儿。花会队边走边演，

我们就在大马路上追着看。不过，已经

有好多年看不到了。今天能够再看到，

真是太激动了，勾起了很多回忆。”

来自河南的陈永春今年没有回老

家过年。他说：“没想到‘滨城’过年这

么热闹，社区特意通知我们这些异乡人

来看表演，这表演我们家乡确实没有，

太精彩了！我特意拍了视频，发给老家

的朋友看看。”

据了解，在汉沽地区，这种传统民

间海味花会已有数百年历史。现场演

员们带来的小车会、抬花轿、龟斗蚌、跑

驴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俗表演不

仅向群众展示了民间花会的独特魅力，

还把热烈喜庆的气氛传递给居民们。

海味花会是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它利

用螃蟹、虾、鱼、鹤、大蛤、海龟、皮皮虾、

海蛇八种动物造型进行花会表演，这八

种动物也被当地居民称为“八大怪”。因

道具形象特殊，表演时动作怪异，“八大

怪 ”表 演也让海味花会独具特 色。

记者 刘芸 报道 何沛霖 摄影

春节期间，在汉沽街道后坨里社区，

一队身穿红马甲巡逻的志愿者格外显

眼，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滨人

员。这些就地过年的外来建设者利用春

节假期在社区义务巡逻，进行防疫和禁放

烟花爆竹宣传，为社区平安建设作贡献。

“春节期间家里刚好没什么客人，义

务治安巡逻算我一个。”“以前我参与过

这项工作，有经验，我报名。”听说社区要

招募志愿者参加义务巡逻的消息后，不

少留滨过年的外来建设者积极参与，踊

跃报名。

“有我们在，一定会守护好社区，让

居民们过个平安祥和的春节。”参与巡逻

的外来建设者王海如此表态。

今年春节，滨海新区塘沽三中心小

学为全体师生献上了一场自己编排录制

的线上春晚。学校有不少外地师生选择

留在新区过年，这场春晚也让他们舒缓

了思乡之情。

据了解，晚会时长达到 90 分钟，共

有 36 个家庭踊跃参与，最终有 20 个学

生和家庭的才艺节目在这场“亲子线上

春晚”上直播，截至目前有 7000 多人在

线观看。

“感觉很快乐，以前都是为孩子演节

目忙碌，这次和孩子一起排练、录制节

目，感觉很有意义，很难忘！”塘沽三中心

小学六年二班学生许瑾明的妈妈说道。

记者 刘芸 报道 陈宝麟 摄影

“感觉很快乐，很有意义”难忘

留滨人员组成的义务巡逻队留滨人员组成的义务巡逻队

“原本今年的年夜饭准备了八个菜，后

来觉得可能吃不了，怪浪费的，所以改为六

个菜，并且都换成了小盘菜。皮蛋豆腐、凉

拌萝卜丝、鸡蛋炒菠菜。”昨日，汉沽街后坨

里社区居民王会芝说，这个决定得到了全

家人的赞同。同时，今年他们家的年夜饭

也更注重绿色、健康，油腻的食物较少，绿

色蔬菜、瓜果等健康的食品有所增加。

说到节俭过年，王会芝说：“要做到这

一点其实也不难，在采购食物时坚持适量

适度的原则，避免过度消费。商场超市春

节都不休息，东西吃完了可以再去买。而

外出就餐的时候，吃多少点多少。这样才

能既不浪费粮食，也不浪费金钱。”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汉沽一中教师

霍欣荣说，她不仅要提醒学生们注意假期

安全，更要以身作则，响应文明过大年的倡

议。“平安过年，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安全的

第一责任人。”霍欣荣表示，鞭炮声虽是儿

时记忆，但为了大家的安全和“滨城蓝”，她

和儿子约定，从自身做起，过年不放鞭炮和

烟花。她说：“过年不忘安全和环保，归根

结底是对自己的安全和健康负责。”霍欣荣

说，过年时不能放松安全这根弦，她时刻教

育孩子不能在家里玩火、玩电，离家时一定

记得检查电、气、锁。她说：“响应文明过大

年的倡议，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大家一

起文明过大年。” 记者 刘芸

文明
“过年不忘安全和环保”

今年过年，陪伴来自陕西的曹蓉的

是一群猴子。作为天津亿利生态世

界——精灵乐园的一名猴子饲养员，每

天，她得为猴子喂食、清扫、检查笼舍。

这个春节，她比平时更加忙碌。

大年初一9:00不到，曹蓉就到岗了。

“这是乐园对外开放后的第一个春节，要

向游客展现良好的环境，根本没有春节放

假的概念。”曹蓉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并不

是立刻走进笼舍区，而是在外来回溜达，

透过玻璃窗观察猴群的活动情况。

观察过后，曹蓉还得清扫卫生、检查

笼舍、观察猴群的粪便，以此判断其健康

状况。到了9:30，曹蓉又扮演起厨师的角

色，为“萌宠”们10:30的早餐准备食物。

“这些‘小家伙’特别聪明，知道有好吃的

都会忙着伸手来要。把食物放在它们手

心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它们小小的手掌中

传递的温度，这时我会特别开心。”曹蓉告

诉记者，新年到了，给它们改善一下伙食，

准备了些它们爱吃的红枣、花生。

曹蓉告诉记者，每年春节她都在陕

西老家过，这次来到新区当饲养员，是第

一次在这里过年。“家人对我的工作都挺

支持的，也很理解。”曹蓉告诉记者，她选

择就地过年，也不愿意离开这些朝夕相

处的小动物，“只有把它们精心照料好

了，它们才能展现出较好的精神风貌，为

游客带来更多的年味和快乐。”

记者 王梓 报道 贾成龙 摄影

“为游客带来更多的年味和快乐”忙碌

曹蓉陪小动物们过年曹蓉陪小动物们过年

今年的春节，铁路客运值班员马玉红

是这样度过的：大年三十和家人相聚吃一

顿团圆饭，第二天早起赶往车站上班，大

年初一一整天在岗位上度过……马玉红

说：“其实今年还比较好，往年如果轮班在

除夕，年夜饭都不能跟家人吃上了。”

在岗的这一天，每一班列车进站前

她都需要走上站台，随时报告列车进出

站情况，引导乘客安全乘车。自从做了

铁路客运员，马玉红就告别了法定节假

日。尤其是春运期间，她送着一批批旅

客踏上回乡路，自己却陪不了家人过

年。“我们客运员班组是三班倒，轮班有

一个规律，一旦碰到除夕值班，总要连续

值上七八个除夕。”马玉红笑着向记者谈

起这个小规律。这时对讲机中传来列车

即将进站的通知，她立即进入工作状态，

和同事们一起有序走向站台。“请旅客注

意脚下安全，1至5车厢向前走，6至8车

厢向后走。”马玉红手持扩音器反复提醒

着登上站台的旅客。临近发车时，马玉

红接到检票口还有一名旅客刚刚进站的

通知，马上等候在电梯口，快速接过旅客

手中的重物，帮助她安全上车。确认所

有旅客都已上车后，她按下了可以发车

的指令键，目送列车离开。

虽然工作忙碌，假期也不能陪伴家

人，马玉红却说，干了这一行，已经习惯

了，总有一份责任感在心里。尤其是今年

的春节，因为疫情影响和国家关于就地过

年的号召，旅客明显减少了，车站的冷清

和往年的热闹大不一样，但客运员们的工

作压力没有减轻。“进站的每位旅客都要

查验健康码，进京旅客查验七天内核酸检

测报告，站内消毒，为旅客作提示……我

们需要比以往安排更多的人力值守在各

个出入口，任务更重了。”马玉红说。

“能把旅客安全送上车，想着他们顺利

回到自己的家乡和家人团聚，比我自己和

家人团聚更有意义。”为了旅客和列车的安

全，马玉红又在岗位上度过了一个充实的

春节。 记者 果琳 报道 陈宝麟 摄影

“送旅客安全回家更有意义”责任

马玉红在岗位上过年马玉红在岗位上过年

“滨城”过大年 热闹又温暖
温暖瞬间

调整心态 告别“年盹”

春节假期已经结束，一些人的“节后

综合征”也隐隐发作。如何快速调整自

己的状态，不打年盹？北京大学滨海医

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孙莉萍为大家

提出了几点建议。

◎充足睡眠 提前调整睡眠时间，睡

得好第二天精神才好，建议大家尽早把

自己的作息时间调整到上班时的状态。

◎饮食调节 春节吃荤腥食物比较

集中，肚子里全是“油水”，所以近期最好

做一些清淡的饮食，一来换换口味，二来

也清理一下肠胃。

◎心态调整 心态的调整是最重要

的，不要有“没歇够，还想歇”的念头，告

诉自己假期过后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定下目标，信心十足地朝着目标去努力，

以好的心态迎接工作的开始。

记者 陈宝麟

温馨提醒

热闹
“把我家当作大家的娘家”

“这表演我们家乡确实没有”喜庆

董婧邀请同事们到家中庆团圆董婧邀请同事们到家中庆团圆海味花会展演海味花会展演

郭宝琴带领女儿和志愿者看望郭宝琴带领女儿和志愿者看望““星娃星娃””

（上接第一版）从“新区”到“滨城”，是从

发展格局到城市定位的跃升，美丽“滨城”建

设被列为滨海新区“一号工程”。滨海新区学

习平台以《一份出色的答案》《“滨城”关键年

启航“先行区”》《聚焦聚力美丽“滨城”》等为

题，连续推出6篇系列评论，全面贯彻落实市

委十届九次、十次全会精神和区委三届十二

次、十三次全会精神，在“滨城”党员干部中引

起强烈共鸣，阅读总量近50万次，还引发天

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高度关注。

“津报观察”微信公众号以《全面布局2021！

从6篇文章读懂“滨城”雄心》为题，全面展

示滨海新区二次创业的丰富内涵。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滨海新区

学习平台开设《奋斗“十四五”“滨城”新开

局》系列专题报道。伴随着“十四五”的铿锵

脚步，美丽“滨城”建设，在新区大地上迈出

坚实步伐。

一个月来，新区广大党员群众纷纷关

注滨海新区学习平台，丰富多彩的学习形

式和翔实新颖的学习内容，让理论知识活

起来、动起来，满足了新时代党员群众的学

习需求。“滨海新区学习平台上线伊始，我

就迫不及待地关注了，权威的动态、丰富的

栏目、精心的编排……这些优质的精神食

粮，让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中央精神在滨海

新区落地落实的喜人成果。以后我会多多

学习，也希望平台多举办活动，自己能找到

合适的方式参与，为平台建设贡献一分力

量。”来自生态城海量大数据重度孵化器的

姚晨表示。

家住塘沽街的市民杨先生说，订阅滨海

新区学习平台后，他平时特别关注的是“人

文滨海”这个板块，“通过这个板块推荐的内

容，我更加了解这个每天生活的地方，这里

确实‘很有故事’。丰富多彩的休闲文化活

动信息也使我们节假日出门有了更多选择，

生活在新区真幸福。”

严格政治把关
确保滨海新区学习平台安全运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十

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天津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的起步之年。

天津学习平台将进一步发挥理论武装权威

阵地和红色资源聚合平台作用，持续深化党

史学习教育，大力宣传天津扎实实践，充分

展现‘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的天津之为，

为全市上下奋进‘十四五’提气、打气、鼓气，

为凝聚勇毅笃行之力鼓劲铸魂。”市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刘春雷表示。

作为天津学习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滨海

新区学习平台以严把政治关、内容关、质量关

为使命，释放媒体能量、践行媒体责任，快速建

设成为“滨城”媒体传播矩阵中的主力军之一。

据了解，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抽调政治

过硬、业务精湛的骨干组建滨海新区学习平

台编辑团队，每日承担“新思想在滨海”“逐

梦滨海”“文明实践”“学思践悟”“人文滨海”

五大频道内容的编辑更新、运营数据统计、

与全国及天津平台沟通对接、滨海新区二级

学习平台矩阵建设维护等工作。

“为确保滨海新区学习平台供稿体系的

安全运行，新区学习平台强化对业务流程的

制度化管理。所有稿件严格按照三级审核流

程进行审核，充分发挥融媒体运营的专业优

势，反复打磨文字，增强可读性，多角度提升

配图信息量，不断增强视频节奏感，组合式精

心编排页面，丰富新媒体表达方式。”滨海新

区融媒体中心编委会副主任、新媒体编辑部

主任冯伟表示。滨海新区学习平台严格把住

稿件来源，目前新区融媒体中心运营的“津滨

海”客户端等平台以推送原创产品为主，部分

稿件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天津日报》等

中央和市级媒体报道“滨城”内容。此外，还

部分采用了滨海新区二级学习平台单位（各

开发区、委办局、街镇）提供的稿件。

延伸“学习”触角 快速“学习”提升
全面服务美丽“滨城”建设

为扩大滨海新区学习平台的影响力和

覆盖面，加快滨海新区二级学习平台矩阵建

设，滨海新区学习平台拟建立平台供稿单位

94 家，目前已有 67 家正式入驻滨海平台。

截至2月17日，二级学习平台已供稿35条。

冯伟表示，春节后，滨海新区学习平台

将开展二级平台通讯员采编业务大培训，不

断提高“学习强国”滨海新区学习平台稿件

的含金量。此外，也将突出“学习”特色开展

一系列推广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和不同的载

体方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用好平台，

讲好“滨城”故事、传播“滨城”声音、树立“滨

城”形象，努力将滨海新区学习平台打造成

为滨城“学习新阵地”“精神加油站”，成为宣

传展示生态、智慧、港产城融合的宜居宜业

美丽滨海新城形象的重要窗口。

“学习强国”滨海新区学习平台上线首月干货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