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要闻

我国累计保护
地理标志产品 2359 个

■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保

持稳定增长

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宁夏枸杞……地理标
志令越来越多的农产品
“名声大振”
、
价值提升。国家
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贺化 11 日在 2018 中国地理标志保
护与发展论坛上表示，
将加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力度，
积极持续推进地理标志产品国际互认互保，
加强地理
标志产品助力扶贫攻坚。
地理标志是保护特定地区产品的特性、
声誉和其他
特征的重要知识产权。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6月底，
我
国累计保护地理标志产品2359个；
累计建设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示范区24个；
累计核准专用标志使用企业
8091家，
相关产值逾1万亿元。
（据新华社）

■ 济南严查商品房借
“毛坯

变装修”变相涨价销售
■广 东 检 察 机 关 三 年 查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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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首次集体婚礼参与者讲述幸福往事

“这些年，总会想起那场集体婚礼”
本报记者 付殿贵

本报近期陆续刊发的 1982 年“天津市首次
集体婚礼”回忆报道引发读者关注，不少婚礼参
与者致电记者，称连续报道引发共鸣，也希望与
读者分享自己的美好回忆。为此，记者再次走
近集体婚礼的参与者，听他们讲述发生在 36 年前的
浪漫故事。
殷胜群 王绍红：
婚礼节俭又体面

厂、
天津市百货大楼工作。社会上当时有一股婚礼
大操大办之风，
而集体婚礼倡导移风易俗、婚事简
办，
树文明新风。殷胜群说，
了解到集体婚礼的重
要意义后，
他和王绍红不再犹豫。
“婚礼当天，
我们
和 14 对新人一起乘车到了市人民体育馆。
”
夫妇俩对当
年的集体婚礼记忆犹新。市领导出席并证婚，
“李向阳”
的扮演者、
著名演员郭振清担任司仪，
虽然没有流水宴席
和豪华车队，
但夫妇俩认为婚礼既体面又风光。
谈到婚后的生活变化，殷胜群最先想到的是居住
条件改善。结婚时，夫妇俩住的是地下室，后来搬到了
伙单，如今老两口已经住进了和平区的一套偏单，日子
过得简单却幸福。
张华年 戴爱民：
喜办
“不花钱”婚礼
张华年和戴爱民也是首次集体婚礼的参与者。64
岁的张华年向记者展示了一张老照片，
“这是我们的结
婚照，和后来我们补拍的婚纱照相比太简单了，但幸福
的心情是一样的。”张华年和戴爱民是原天津市大陆橡
胶厂的同事，拍完结婚照不久，两人就迎来了人生中
“最幸福的时刻”
——天津市首次集体婚礼庆典。
结婚前，
他们还在为婚礼开销发愁：
“我们俩人家庭
条件都不好，
没房子、
没家具、
没钱。结婚时只借来一间7
平方米的小屋，
屋内仅能放下一张床。
”
当单位传来天津

连续
报道

据63岁的殷胜群回忆，
他和妻子王绍红就是在那场
婚礼上携手承诺相守一生的。
“团总支书记告诉我天津筹
划集体婚礼的消息时，我最初有点犹豫，毕竟形式很新
潮。
”
殷胜群说。
那时，
殷胜群和王绍红分别在原天津市房管局壁板

要办集体婚礼的消息后，
俩人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他们担
心的问题迎刃而解。没花一分钱，
婚礼如期举行。
从当年 7 平方米的小屋，
到如今两室一厅的新家，
36
年来发生的每一次生活变化，
都让戴爱民感慨不已，
“走
过大半辈子，
尽管没有大富大贵，
但日子过得踏实”
。几
年前，
戴爱民体检时查出肾癌，
平静的生活失去重心，
她
感觉天像塌了一样，
“多亏了老伴儿和亲友的鼓励，
让我
闯过鬼门关。
”
病情稳定了，
孩子也从莫斯科大学读完研
究生回国工作，一切顺利。戴爱民很欣慰。她说，这些
年，
自己总会想起那场婚礼，
尽管俭朴，
但婚礼崇尚朴实
真挚的爱情，
树立文明向上的婚恋观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引导他们夫妇在婚后更加珍重彼此，
幸福生活。
图 两对夫妇分别展示
“婚纱照”
付殿贵摄

青少年暑期参加活动更方便
本报讯 （记者李 娜 通讯员赵文君）近日，河东区
关工委、河东区文明办等单位共同命名辖区向阳楼街
道顺达西里社区、上杭路街道红星国际社区为河东区
青少年教育社区活动站，并聘请两位社区活动站负责
人为河东区关心下一代教育活动辅导员。
自 2011 年至今，河东区关工委、河东区文明办、团
区委、区妇联等四部门，利用 8 年时间在全区建立了 8
批、
共 45 个青少年活动基地、
社区活动站、
家庭活动室，
使广大青少年在假期足不出社区就能参与活动。

简 讯

王振国肿瘤专家组将来津
本报讯 7 月 15 日，
王振国肿瘤专家组将来津，
与读
者和肿瘤患者面对面交流，传授肿瘤治疗的新理念、新
方法，现场接受咨询，并结合患者病情制订个性化治疗
方案。
王振国教授及其专家组 40 多年来，一直从事抗癌
药物研究和临床工作，相继提出心理疗法、接力疗法、
饮食疗法等医学理念，建立了肿瘤治疗的现代医学模
式。这次专家组来津只停留一天，欲参加活动的患者
请致电振国医院天津服务处预约专线 23375476。

为您导读

“会销”
盯上老人，
“银发”
钱包谁来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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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庞 津
昆）近日，天津市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所召开媒体发布
会，通报全市第一阶段游泳
场所监督检查和抽样检测
结果。截至 7 月 5 日，市区
两级监督机构已对 55 家游
泳场所完成了监督检查和
抽样检测，另有 13 家关闭停
业。已完成的 55 家游泳场
所中有 7 家的检测结果存在
不合格项目。
检测不合格的 7 家游泳
场所分别是宝坻区天津荣盛
富成游泳有限公司、东丽区
恒大地产集团天津世博国际
会议中心有限公司、东丽区
天津四海阳光健身服务有限
公司、津南区天津京基酒店
有限公司、津南区天津市津
力跃精英汇健身服务有限公
司、
天津市津南区康芝浴池、

津南区天津凯尔巴迪健身服
务有限公司。
天津市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所公共场所与爱国卫生监
督处处长阮水富介绍，
游泳场
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尿素含
量超标、
游泳池水余氯含量不
足、浸脚池水余氯含量不足
等。其中多家泳池出现浸脚
池水余氯不足的问题。假如
浸脚池里的余氯含量不达标，
细菌进入泳池的几率将增加，
由此将严重影响泳池水质。
天津市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所副所长张兵表示，
为进一
步规范全市游泳场所的经营
行为，
保障市民身体健康，
8月
30 日前，市各级卫生计生综
合监督机构将对全市 152 家
游泳场所开展监督检查和抽
样检测，
让市民及时了解身边
游泳场所的卫生状况。

培训村镇建筑工匠 推进危房改造

为老乡自建房添“安全阀”

重要环节，也是提升农村自
建房质量安全的重要保
障。此次培训，特别邀请全
国农村危房加固改造专家
进行专题授课，并就 2018 年
农村危房政策调整进行详
细解读。来自蓟州区各乡
镇 120 余名工匠参加培训，
培训结束后进行结业考试，
考试合格的将获得《天津市
建筑工匠资格证书》，被纳
入工匠档案。

给老旧住房改造做“体检”

空巢老人过集体生日

有
“文艺父母”
是啥体验

监督检查 55 家游泳场所 7 家不合格

和平开展
“回头看”工作

●为普及垃圾分类知识，组织好志愿者积极
参加环境保护和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和平区志愿
者协会日前举办“爱我家园”项目志愿者绿色种
子——环保及垃圾分类培训班。
（付殿贵）
●日前，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公路养护工程处
仅用时 35 小时便完成了静咸公路津晋高速跨线桥
工程旧桥拆除及新建桥梁导行，并提前 1 小时恢复
了高速通行。
（付殿贵 庞 钰）

日本暴雨缘何致死上百人

南风 3 级

您去的游泳池干净吗

本报讯 （记者李 娜）
记者从天津市建委获悉，为
进一步加强农村建筑队伍
建设，提升农民自建房质量
安全管理水平，有序推进全
市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开展，
近日，市建委在蓟州区举办
“村镇建筑工匠培训会”，全
面启动 2018 年村镇建筑工
匠培训工作。
开展工匠培训，是提高
农村建筑队伍技术水平的

河东添两个社区活动站

气温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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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河北区骑游天下志愿服务队成员为律笛里空巢老人过
集体生日，
让老人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图为老人们开心品
尝生日蛋糕。
本报记者 肖怿国摄

老年大学为普通学员办音乐会

学员“独唱”成老有所学“大合唱”
本报讯 （记者付殿贵）近日，一曲改编大合唱《重
整河山待后生》，在和平区老年大学礼堂唱响，歌声嘹
亮，掌声热烈，拉开了学员刘宝林作品音乐会的序幕，
同时唱响了该校“讲好身边故事”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
年系列活动的序曲。
此场音乐会专为一名普通学员举办。主角刘宝
林今年 76 岁，在校学习期间，与其他学员一起潜心钻
研词曲创作，编写创作了近百首贴近生活、讴歌新时
代、赞美幸福生活的词曲，并多次获奖。2005 年，为纪
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刘宝林将《重整河山待后生》
改编为四声部合唱，该作品在天津市第二届老年文化
艺术节上获得合唱比赛二等奖。他创作的歌曲《老
伴》还获得 2008 年全国歌曲创作比赛三等奖、天津市
老年征文比赛歌曲类一等奖。
刘宝林老有所学，为学员们树立了榜样。为了讲
好身边故事，带动更多老人快乐学习，展示自我，学校
特意为普通学员搭建了这个圆梦舞台。经过刘宝林
与该校合唱团近半年的筹划和排练，此次音乐会如期
举办。音乐会上，合唱团成员通过合唱、独唱、四重唱
等演唱形式展现了由刘宝林作词的《音符上的爱心》
《站在滨海放声唱》等歌曲，同时也演唱了其他词曲作

本 报 讯 （记 者 付 殿 贵
通讯员付 昱）今年，和平区
组织开展 2017 年老旧住房
改造
“回头看”
工作，
建立
“回
头看”
工作台账。截至目前，
该项工作已圆满完成。
据了解，工作人员对改
造任务完成情况、居民满意
度、施工安全、文明施工和
改造后的消防设施等方面
进行了检查，组织居民及监
督员填写了居委会及监督
员意见调查表、老旧房屋改
造项目居民满意度调查

表。同时，现场检查组还深
入已经完成的施工现场进
行了实地检查。本着边检
查边整改的原则，针对检查
中发现的 5 个方面共计 16
项问题，责令相关部门及时
整改。
接下来，和平区将加快
完成“回头看”整改工作，夯
实“回头看”工作成果，高度
重视居民反映的意见建议，
全力做好 2018 年老旧住房
改造开工启动工作，加强组
织考核及责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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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漫画”让夕阳更红
邓为民

者的作品。
退休意味着告别职业生涯，但退休也是另一种开
始。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老年大学，很多人通过
音乐走上人生另一个舞台。岁月虽然改变了他们的
容颜，却让他们的歌声变得更有韵味，刘宝林就是他
们中的一员。此次音乐会不仅是刘宝林作品音乐会，
更是众多老年学员学习成果的展示，展现了新时代老
年人积极向上、紧跟时代的精神风貌。
上图 刘宝林（中）在音乐会上
付殿贵摄

日本近年有不少以老
年人为素材的漫画问世，
形成新的漫画题材。日本
媒体认为，社会老龄化严
重，能在老龄读者中激起
共鸣，是这类老年题材漫
画走红市场的主要原因。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
来，日本的漫画题材越来
越多地涉及老年人的生
活，这既是市场细分的需
要，也反映了日本社会对
老年人的关注。这种漫画
题材的走红可以给我们带
来不少启示。在我国，连
环画给很多老人留下了深
刻印象。那时，在城市的

街边小巷都有连环画租书
摊，连环画盛行一时。虽
然连环画在形式和画风上
和漫画有所不同，但总体
以图画为主，和漫画一样
能起到“用画说话”的作
用。为此，如果我国在宣
教方面多一些老年题材的
漫画，或许更能在老年读
者中引发关注与共鸣。
比如，多用通俗易懂的漫
画提高老年人的防骗意
识、教老年人使用老年用
品 、宣 传 健 康 防 病 知 识
等。
“ 老年漫画”画得好、
用得好，将成为老年人与
时俱进的一级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