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区今年要变样儿
王串场不“看海” 意风区夜未央
本报讯 （记者 李梅旭）日

2019年 1 月12日星期六

ZH O N G L A O N I A N S H I BA O
第 4973 期

今日 4 版

邮发代号 5 — 24

农历戊戌年十二月初七

国内统一刊号 CN12 — 0024

天津中老年时报传媒有限公司出版

不足以及客水涌入，每年汛期
前，河北区委书记刘志强及河 一旦遇到较大雨情，都会造成
北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作客
较长时间的积水。目前，积水
天津广播电台《现场会后话发 解决方案已经确定，一是对局
展》 节目时回应市民关心问 部管网实施提升改造，争取在
题，明确今年将重点改造王串 2019年汛期来临前能够发挥作
场地区积水问题，并扩大意式 用；二是增加井冈山路泵站系
风情区面积。
统排水出路；三是进行雨水管
刘志强表示，王串场地区 网远期规划，力争做到小雨不
是中心城区海拔最低的区域， 积、大雨不涝。除了通过工程
加上这个区域管网排沥能力 改造手段解决积水问题外，对
网址：http//www.jwb.com.cn

天气预报： 今晚至明日

党史研究专家王凯捷谈天津解放时部队入城秋毫无犯赢民心——
—

背棵大白菜 当粮又解渴

70年前的1月15日，一场震撼津沽大
地的决战打响，解放军一路高歌猛进，短
短29个小时就完成了解放天津的战役。
“解放军给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
士们精神抖擞，不进老百姓屋、不喝老百
姓一口粥、
在露天驻扎……”
在天津解放7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
之际，研究天津解放史料多年的党史专
家王凯捷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解放军
入城后，军管会首先把民生工作列为头
等大事，第一时间恢复供水供电，粮食、
蔬菜源源入市，飞涨的物价迅速稳定。解
放天津战役的胜利，让老百姓彻底摆脱
了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过上了好日子。

不拿老百姓一粒粮食
“实际上，从1月7日开始，解放军为
了震慑陈长捷部队，就开始向市里的军
事据点开炮，但大部分炮弹都没有引信，
就是怕误伤老百姓。”今年63岁的王凯捷

2018 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
热点出炉—
——

互联网+消费问题多

本报讯（记者 许 鑫）近日，
记者从天
津市消费者协会获悉，
由中国消费者协会
联合人 民网 舆 情 数 据 中 心 共 同 梳 理 的
“2018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出炉，同
去年的榜单相比，互联网+领域依然隐患
不少，问题集中。
这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分别为：
顺风车安全问题；个人信息保护缺失；大
数据杀熟普遍；共享出行押金难退；网购
平台售假问题；预付式消费现“套路贷”；
移动支付安全漏洞；销售广告诚信问题；
高额机票退改签费乱象；首例惩罚性赔
偿公益诉讼胜诉 （广东假盐系列公益诉
讼案结案）。

本报记者 许 鑫
小时候住在和平区蒙古路附近，离陈长 为‘解放军有铁的纪律，不允许拿老百
捷司令部不远，从小就听邻居们讲当年 姓一粒粮食’！”
的事。参加党史研究工作后，王凯捷多次
专人 看 管 百 姓 丢 失 财 物
采访亲历解放战争的市民、战士，得到大
王凯捷曾 采访过 一 位 38 军 的 老 战
量事实史料的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天津
士，听他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战争
解放的前后巨变。
“抗战胜利后，天津百姓的日子并没 尾声，他们在城里搜索敌人残部时，来到
有好过起来，国民党四大家族的腐败统 一个小杂货铺，看到柜台上放着一只特
应该是有人遗失的。为了
治让老百姓民不聊生，粮食管制、物价飞 别漂亮的手表，
涨，不顾百姓死活，大谋私利。老百姓形 保护老百姓的财物，战士们将手表挂在
杂货铺门外的小树杈上，并专门留下一
—当官
象地形容统治者为‘五子登科’
——
的到天津就关心自己的‘房子、票子、车 名小战士守在旁边看管，直到几个小时
后杂货店主人回来才物归原主。”
王凯捷
子、
孩子、女子’
。”
王凯捷说，在国民党的
虚假宣传下，当年很多老百姓误认为共 说，类似这样的小事，在他多年的走访中
产党的军队都是青面獠牙。但解放军入 听老人们说起过不知多少次。
城后的表现，让老百姓十分赞叹。
“战士
解放后民生恢复时间表
们精神抖擞，都在大街上整齐地休整，
王凯捷基于多年研究，把解放军入
绝对不进老百姓家。当看到战士们每人
‘背着一棵大白菜又当口粮又解渴’时， 城后第一时间恢复民生的工作情况整理
有老百姓给战士送粥，战士们不接，因 出了一个时间表：1949年1月15日18时，

为尽快恢复人民正常生活，在对冀北电
力公司天津分公司所属的两个发电所和
一个变电所实施军管后，即行开始发电，
次日天津第一发电厂复工发电，全市供
电恢复；解放当天，天津自来水厂和济安
自来水公司即向市民供水，23日，市区供
水全面恢复正常；17日，电车开始通行；
18日，公共汽车大部分恢复通车；
23日，
七条有轨电车通车；
25日，各路全线通
车；20日，各医院相继开业。
此外，15日至21日，全市所有的菜
市场全部开业，粮食、蔬菜源源入市，
生活必需品物价渐趋稳定，人心安定；
人民银行公布兑换金圆券比价，天津分
行通告优待兑换办法；市贸易公司粮油
部开始配售面粉；邮局开始营业，各处
电话大部分通话；2月3日，全市公立、
私立大、中、小学相继开学，2月5日已
有350余所各类学校正式复课，2月 8日
南开大学正式复课。

南开大学师生深切缅怀杰出校友周恩来

传承“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精神

气温 -3℃~7℃ 西南风 2 级

天津发布2019年首次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本 报 讯（记
者 李 娜）经
预测，1月11
日起天津出
现重度污染，符合《天津市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津
政办发〔2018〕65号）规定的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条
件。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发
布黄色预警，从1月11日零
时起启动 Ⅲ级应 急响应 。
据了解，此次预警为2019年
首次，也是应急预案修改
后首次。

预警提醒儿童、
老年人
和心脏病、肺病患者以及
过敏性疾病患者应当留在
室内，停止户外运动，一般
人群减少户外运动。中小
学、幼儿园停止户外课程
及活动。医疗卫生机构加
强对呼吸类疾病患者的防
护宣传和就医指导。倡导
公众绿色出行和绿色生
活，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或电动汽车等方式出
行，减少祭祀烧纸等行为，
减少机动车日间加油等。

市妇联系列慰问活动将启动

娘家温情送到家
本 报 讯 （记者 李 娜）

在春节即将到来 之际，天
津市妇联、市妇女 儿童发
展基金会将面向全市单
亲困难母亲、农村“两癌”
患病妇女等开展“娘 家温
情送到家”系列慰问活动，
关注困难妇女儿童 最急、
最忧的实际问题 ，为她们
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
关怀。
据了解，此次送温暖
活动拟投入资金415万元，
共开展五项活动，受益妇
女儿童约17000人次。包括
130万元为5200名未享受低

本报讯（记者 刘长海）

日前，
中新天津生态城南开
小学的学生们来到于家堡
老年公寓，
开展尊老敬老活
动，
让老人们感受到青少年
的朝气和社会的温暖。
活动中，学生们为老
人们表演了一系列自编自
演的节目，有器乐演奏、舞

打通“甘货进津”渠道

方里精心打造“对口帮扶甘肃农产品旗舰
店”
，使之成为了和平区利用消费扶贫、精
准扶贫，帮扶甘肃会宁、舟曲、靖远三县，
展销其农产品的重要窗口。
对口帮扶旗舰店由区商务局、区合
作交流办牵头，会同对口帮扶县合力推
动，在深入调研天津市场的基础上，筛选
引进当地价格适当、具有竞争力的优质
农产品，确保精准采购、产销对路。店内
设立甘肃农产品销售专区，集中展示展
卖会宁县马铃薯粉丝、苦荞茶，靖远县枸
杞、红枣、鹿血酒，舟曲县地达菜、木耳、
香菇、蜂蜜等近20种商品，并定期组织形
象宣传活动，提升产品知名度。
为提升销售额，店内还自营全国直
采 的 蔬 菜 、水 果 、肉 蛋 、粮 油 近 500 个 品
类，通过“店中店”的形式实现引流聚客、
共享客源，日均接待消费者2800余人次，
极大地带动了甘肃农产品销售。
今后，和平区还将依托对口帮扶旗
舰店，以“旗舰店+农业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优先采购建档立卡贫困户产品，
带动当地百姓脱贫增收，落实精准扶贫
工作任务。

霾转晴

保（特困）政策的单亲困难
母亲送去米面油等慰问品；
投入资金187万元，为全市
十个涉农区千个结对帮扶
困 难 村 之 外 的 187 位 罹 患
“两癌”困难妇女，每人发放
1万元救助金；与市老促会
联合在宝坻、
蓟州、
宁河等6
个革命老区开展专场救助
活动，为老区600名单亲困
难母亲发放30万元慰问金
和价值15万元的慰问品；拟
出资20万元，为1万名单亲
困难母亲购买“女性安康保
险”，帮助她们提高健康保
障等。

小学生为敬老院送温暖

和平区设立对口帮扶旗舰店

市民在对口帮扶超市采购。 肖怿国摄
本 报 讯 （记者 肖 怿 国 通讯员 付 昱
佟 云 伟）日前，和平区商务局在多伦道福

处在低洼片的棚户区还将优
先进行改造。
另外，意式风情区被列入
全市首批夜间经济集聚区，河
北区委、区政府将通过引进特
色小吃、精品购物、各类演出
活动等形式，让市民在意风区
夜游海河、夜赏津曲、夜品津
味、夜购津货，发展集购物、娱
乐、休闲于一体的消费模式，
激发这一区域的活力。

本报讯（记者 许 鑫 通讯员 马 超）
“同学们，我们纪念南开杰出校友、敬
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3周年。如今国
逢盛世，校迎新禧，让我们站在周恩来
总理像前，共同追忆周总理筚路蓝缕
的光辉岁月，再次感悟他‘为中华崛起
而读书’的远大志向……”1月8日，南
开大学师生聚集在八里台、津南校区
周恩来总理像前，随着主持人的慷慨
陈词，
“学习周恩来精神践行南开人责
任”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43周年主题
活动正式开始。
“我们深切缅怀总理，铭记总理为
了国家民族的振兴呕心沥血奉献自己
的一生；感念无数革命志士不惧动荡
与战火，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抛头颅

洒热血，我们向全校学生发出‘学习周
恩来精神 践行南开人使命’的倡议。”
在八里台校区，
第12届周恩来奖学金获
得者、化学院2015级本科生周兆筱，
代
表周恩来奖学金获得者和周恩来班全
体同学发出倡议：
要学习总理，
立
“为中
华崛起而读书”
之志向，
坚持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将“公
能”品格薪火相传，把人生理想融入国
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事业中。要学习
周恩来总理，
修
“面壁十年图破壁”
之品
格，坚持五个“不虚度”的行为准则，读
书不虚度、
学业不虚度、
习师不虚度、
交
友不虚度、
光阴不虚度，
严于律己，
率先
垂范，以高洁品格感召众人，用实际行
动服务众人，用南开人的优异成绩贡

献祖国改革开放新时代发展。
在纪念人群中，还有不少老教师。
多年来，每到周恩来总理的诞辰和忌
日，南开大学商学院教师李嵘都会向
总理像敬献鲜花，寄托哀思。“我和周
总理的老家都是江苏淮阴，我的父母
和我早年也在南开大学求学，
‘做有情
怀的人，做最勇敢的事’
，这是周恩来
总理对我们一家人的影响，对南开的
情怀，对总理的情怀早已溶于我们的
血液。”
李嵘说。
整场活动在严寒中进行，但同学
们全程脱帽肃立，结束后，同学们不
忘将献花时的落叶清扫干净，从身
边小事做起，以实际行动践行周恩
来精神。
本组图片 史 嵩 摄

滨海新区邱庄子中学师生聚会“变了味”

特殊同学会 募捐救同窗
本 报 讯 （记者 刘 长 海）日前，滨海

刘寿霞发起了同学聚会，在寻找各位失
新区太平镇邱庄子中学1995届毕业师 联同学的过程中，刘寿霞发现邻村的同
生23周年聚会如期举行。与传统同学会 学刘金不能前来参加聚会。经多方了解
不同的是，大家一切从简，聚会目的主 得知，刘金中学毕业后不久就患了抑郁
要是为患重度抑郁症的同窗募捐。其 症，多年来家里为筹钱给她看病，已变
间，同学们纷纷慷慨解囊，把惯常的吃 得一贫如洗。如今，刘金家里只剩下她
喝玩乐办成了一场特殊的同学会。
和年迈多病的母亲，低保是她们唯一的
1997年，邱庄子中学整合撤并后， 生活来源。
1995年毕业的师生们大多失去了联系。
为了帮助刘金，刘寿霞萌发了把这
时至今日，分别23年后的同学们想要聚
次聚会搞成募捐会的想法，既可以在物
在一起更是不易。前不久，邱庄子村的 质上帮助同学，又可以通过多年未见的

同学相聚给刘金带来心理上的慰藉。她
的想法当即得到同学们的一致赞同。这
次聚会在简朴而又欢快的氛围中度过，
会
后同学们一起把此次聚会的余款和大家
自发捐助的数千元钱送到了刘金手中。
收到钱后，刘金的母亲非常感动，老
人握着同学们的手说：
“难得你们这些老
同学还惦记着刘金，
我代她谢谢大家了！”
同学们也纷纷表示，
以后会经常来看望她
们母女，
尽可能多地给予她们物质和精神
上的帮助和鼓励，
共渡生活难关。

蹈、小合唱……虽然节目
不是很完美，但学生们可
爱的笑脸和稍显稚嫩的歌
声让老人们开心不已。在
学生与老人们尽享天伦之
乐的同时，家长们也在厨
房与厨师一起为老人们包
起了饺子，让老人们非常
感动。

诵读经典 拥抱春天
和平区举办诵读沙龙
本报讯 （记者 付殿贵
通讯员付 昱） 日前，
“诵读

经典 拥抱春天”诵读沙龙
联谊会在和平区图书馆报
告厅举行。
参与本次活动的下至
少年，
上至老者。活动中，
诵
读者与经典同行，声情并

茂、激情满怀，除了用声音
传递作品本身的深刻内涵，
还身体力行地引领了和平
区“读好书、读书好、好读
书”的良好风尚，将书香的
种子播撒在和平区每一个
角落，
将书香和平的文化氛
围营造得更加浓郁。

天南大收费站开通
本报讯 （记者付殿贵）
记者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
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了解到，
位于宁静高速公路K36+884
处的天南大收费站已于1月

10日10:58开通。
微山南路沿线、海河教
育园区居民可从这里就近
上下宁静高速公路，并方
便附近居民前往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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