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多措并举应对铁路返程客流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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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者 付 殿 贵 通
讯员李溢春 宋清水）昨日是春
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也迎
来第一个返程客流高峰。
为了积极 应对 出 行 和 返
程客流高峰的双叠加，天津站
在南进站口增设“急客”通道，
南北广场售票处增设两处“急
客”窗口，距离开车时间15分
钟以内的旅客，优先取票验证
进站。天津地铁加密开行频
次，延长末班车时刻，9号线最

晚一班在天津站始发时间为
23：
48。60条天津公交线路在客
流高峰时段加密车次发车间
隔，满足旅客乘车需求。天津
站南北广场固定出租车临时
停泊专用通道，通过在出租车
调度平台发布信息，及时调度
出租车辆，满足到达旅客乘车
需求。
据悉，天津西站昨日补足
便民百宝箱中物品，落实便民
服务；开设“绿色通道”
，实行

进站、候车、乘降“一条龙”服
务，全面提升旅客服务品质；
提前对各次列车上车、到达旅
客做好分析预测，根据客流情
况，合理安排岗位和作业人
员，加强客流组织，做好旅客
的引导和分流，确保旅客乘车
下车安全有序；针对集中到达
的客流，及时开启应急通道
门，并提前与站区办、市交委
沟通联系，及时增加出租车，
满足旅客乘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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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灯火时 甘做平安守夜人
走近天津春节假期一线夜巡民警
本报记者 刘长海

南北、东西各有八条主干道，我们巡控重
点在主干道旁的小路。平时我们也会结
合110警情和刑事侦查案件，有针对性地
堵控，
保障市民过个平安年！”
庞利说。
“过年这几天天气寒冷，大家都打起
巡逻间隙，庞利向记者透露了自己
精神来，早点儿出发，发现不安定隐患要
多年来的巡逻办案秘诀。他说，遏制和减
及时通报和处置。”春节期间的每个夜
少各类侵财案件的发生是巡（特）警职责
晚，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汉沽分局巡
的落脚点。他根据辖区夜间案件高发的
（特）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庞利都会带
特点，制订了一套详细的夜后巡控方案，
领队员全副武装地巡逻，他们驾驶的“尖
刀机动队”特警巡逻车闪烁着为民护卫 居民打招呼。庞利是大家眼中的“老熟 将汉沽城区重新划分巡控区域，将案件
，年仅49岁的他因为长期睡眠不足， 高发的居民区作为重点，在各主要干道
的光芒。记者大年初五跟随这些人民卫 人”
设置点位，从而形成网络式巡控模式，围
早已满头白发。
士踏上了夜巡之路。
绕夜后易发案时段、16个高发案社区开
庞利告诉记者，每年元旦前，他们就
2月9日正月初五晚上9点多，大街小
展巡逻、
蹲控。有时还组织民警和辅警组
巷万家灯火，路边商铺霓虹闪烁，路上穿 开始加大巡控力度，白天一大队的动备
梭的行人个个洋溢着笑脸，一派祥和的 组执勤站岗到22点，夜间他带领二大队 成武装便衣巡逻队，开启上一天、歇一天
景象。巡逻车行驶至东风中路，庞利和同 巡控组“接力”巡逻，提高见警率，让百姓 的超负荷工作模式。
2017年10月16日凌晨，
在长深高速汉
事下车开始步巡，不时地和周边的商户、 安心，让犯罪分子无处躲藏。“汉沽区域

谭汝为教授聊初七习俗—
——

古代“儿童节”
吃面“拴小人儿”

沽服务区巡控中，庞利发现疑似犯罪行
为，不顾个人安危，果断撞击逼停嫌疑车
辆，当场抓获正在盗窃停放大货车柴油
的两名安徽籍犯罪嫌疑人，从而破获一
起系列盗窃高速公路服务区停放大货车
柴油案。
在几个小时
“走街串巷”
的巡逻中，记
者看到巡（特）警支队民警一直在盘查嫌
疑人员、
走访小区、
区域巡逻。面对这些看
似枯燥的工作，
每位民警都保持了高度的
警觉性。2015年以来，
庞利团队先后抓获
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90名，
破获各类侵财
案件50余起。庞利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两
次、个人三等功一次，
2016年荣获天津市
公安局
“五一”
劳动奖章，
上个月还获评滨
海新区第六届道德模范。
上图 正在夜间巡逻的庞利。 刘长海 摄

“五老”新春送文化进校园

新春话民俗

本报讯（记者 李 娜）2月11日是正月
初七，这一天在古代尤其被重视，因为是
“人日”，
即人类的生日。
汉朝东方朔《占书》记载：
“ 岁正月
一 日 占 鸡 ，二 日 占 狗 ，三 日 占 猪 ，四 日
占羊，五日占牛，六日占马 ，七日占
人。”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创造世
间生灵万物，第七天造出了人，这一天
便是人类的生日。那么，
“ 人日”当天有
哪些民俗呢？
文化学者、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谭汝
为表示，古代“人日”有戴“人胜”头饰的
习俗，从晋朝开始剪彩为花、为人，贴在
屏风或窗户上，或戴在头发上。因此，
“人
日”也称
“人胜节”。
在这一天，北方民间有吃“记性火
烧”的习俗。在火烧烙好后吃之前，在上
—称为“七星”
，
面用筷子扎七个窟窿——
与“记性”谐音——
—意在让孩子长记性，
学习进步。
“正月初七‘人日’是极富人文精神
的节日，旧时有登高赋诗的习俗。唐朝之
后，每至‘人日’
，皇帝赐群臣彩缕人胜，
登高大宴公卿。古人认为正月初七以晴
天为好，寓意人寿年丰，
天下大同。”谭汝
为介绍说，古人在“人日”节这天，不出远
门，不走亲串友，安心在家团聚。时至今
日，在外游子年前回家，一般过了“人日”
才远走他方。
同时，谭汝为告诉记者，古代正月初
七，还是“主”小人儿（小孩子）的日子，相
当于今天的儿童节。在这一天，
许多地方
民俗是家家户户吃面条，谓之“拴小人
儿”，寓意用面条缠住岁月的双腿，取长
寿之意。在正月初七这天，孩子们可以尽
情嬉戏、肆无忌惮。因为不管怎么闹腾，
大人们都不会打骂，因为这天是孩子们
的节日。
按天津年俗，从大年初一至正月初
七，是乡亲、邻里、同事拜年的高潮期，
“恭贺新禧”
“恭喜发财”
，拜到就好。春节
期间，城里城外人头攒动，到处是喜气洋
洋的拜年人，锣鼓劲敲，花会走街踩高
跷，
年味儿浓郁。
作家冯骥才曾感叹：
“中国大城市的
—
年味儿，首推应是津门。”究其原因——
历史上天津是个码头，码头的人心盛；
天津是个商埠，商埠人喜好人气儿；天
津也是个市井的城市，市井的人有烟火
气，崇尚生活本身。

越秀路街办春节年俗文化超市

社区赏民俗 欢乐过大年
本报 讯 （记者 许 鑫）
近日，
天津市河西区越秀路
街在恩德里小学开办2019
年“金猪纳福喜迎春，文化
越秀祥和年”年俗文化超
市，
通过展示各类民间传统
年俗文化，
让天津市民度过
了一个精彩的文化大年。
年俗文化超市共推出
民俗文化展示、
津门特色美
食、传统文化荟萃、越秀文
艺展演4个系列11项年俗文
化活动。剪纸花雨社通过展
—一群
示猪年主题剪纸——
憨态可掬的小猪，
衬托出己
亥新春的喜气；
传统艺人现
场制作的糖人、面人、棉花

糖、
熟梨糕、
糖堆儿、大铜壶
面茶等传统食品津味儿十
足；空竹、腰鼓、踢毽、丢沙
包、跳皮筋等传统健身、游
戏项目带领市民重温旧日
时光；
秧歌队、
空竹队、腰鼓
队等社区民俗文化特色团
队展演将整场活动的热闹
氛围推向高潮。
据了解，
年俗文化超市
活动已连续举办了9个年头
儿，
在打造弘扬民间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同时，
也丰富了
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上图 市民在年俗文化
超市现场制作剪纸。
许 鑫 张 晖摄

飞镲大拜年 劲吹“非遗”风
本报讯（记者
刘 长 海）2月9日大

年初五，滨海新区
汉沽体育馆广场
锣鼓喧天，天津市
滨海新区飞镲运
动协会组织十余
支汉沽飞镲队在此举行大
拜年活动，
为市民献上了精
彩的
“非遗”
民俗文化展演。
活动当天，每支飞镲
队都展现了节奏明快、活
力飞扬的拿手好戏。这些
队伍分别来自汉沽各街
镇、社区、中小学，表演者
最大70多岁，最小的只有8
岁。其中，汉沽聚艺武术飞
镲队18名小队员的表演格
外引人注目。他们不仅继
承了原汁原味的飞镲招
式，还挖掘出了失传多年
的飞镲技艺，给这次飞镲
2 月 9 日正月初五，一场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在天津市第四十五中学举行。 河东区老龄委组织“五老”辅导员与四十五中学
多名新疆学生联欢，共度新春佳节。“五老”辅导员通过展示书法、面塑、传统扁担戏等传统文化，既让来自新疆的学生了解了
400
传统文化，又丰富了学子们的假期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史 嵩 摄

这14种行为属于违法骗保
市民可打举报电话 经查实给予不等奖励
制的药品，或者以分解、更改处方等方式
将非定点医疗机构发
保局通报了8起欺诈骗取医保基金的典 为参保个人配药的；
型案例，其中包括采用虚假、诱导住院、 生的费用合并到定点医疗机构费用与医
疗保险经办机构进行结算的；
协助参保个
串换药品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
天津市医疗保障局（以下简称“市医 人套取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基金或者统筹
保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14种骗保行为具 基金的；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增加收费项
体包括：
允许或诱导非参保个人以参保人 目、
分解收费、
重复收费、
扩大范围收费等
名义住院的；将应当由参保个人自付、
自 违规收费行为的；
弄虚作假，
以虚报、
假传
费的医疗费用申报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 数据等方式套取医疗保险基金或个人账
为非定点药品经营单位销售药
挂床住院或将可门诊治疗的参保个人收 户基金的；
治住院的；采用为参保个人重复挂号、
重 品，代刷社保卡的；将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复或者无指征治疗、
分解住院等方式过度 外的药品、
诊疗项目、
医用材料、
医疗服务
医疗或者提供不必要的医疗服务的；
违反 设施或生活用品、
保健滋补品等费用串换
申请医疗保
医疗保险用药范围或者用药品种规定，
以 为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费用，
超量用药、重复用药、违规使用有特殊限 险结算，套取基金支付的；伪造或者使用
本报讯（记者 庞津 昆）近日，国家医

虚假病历、
处方、
检查化验报告单、
疾病诊
断证明等医疗文书骗取医疗保险基金的；
使用虚假医疗费票据报销的；
其他违反社
会保险相关规定，
造成医疗保险基金损失
的行为。
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上述
14种行为里，很多是医院、药店主使与参
保人合谋的，不仅医院与药店会受到相
应惩罚，参保人也会受到相应惩罚。如果
遇到医院、药店欺诈骗保的情况，市民可
拨打电话27680150举报。根据《构建打击
欺诈骗保和非法倒药行为长效治理机制
若干措施的通知》第12条规定，接受社会
投诉举报，经查证属于欺诈骗保的，给予
200元至20万元不等的奖励。

大拜年活动增添了新意。
汉沽飞镲起源于清朝
光绪年间的汉沽沿海渔村，
经历了从海上到陆地、
从渔
村到城镇的发展过程，
成为
集音乐、舞蹈、武术于一体
的民间艺术形式，
是滨海新
区唯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目前，
汉沽地
区有20多支专业飞镲队常
年活跃在社区、
企业、
部队、
镇村和学校，
注册的习练者
有400余人。
上图 汉沽飞镲大拜年
表演。
刘长海 摄

天津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创新高

返程高峰持续至正月十五
本报讯（记者 李 娜 通
讯员 刘 巍 ) 从天津民航部

门获悉，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2月8日单日旅客吞吐量达
到76549人次，
再创新高。
今年春节期间，旅客
出行不再集中在大年二十
八至大年三十期间，而是

选择错峰出行。今年春节
假期期间，天津滨海国际
机场每日吞吐量较去年春
节长假期间均有大幅增
长。春节假期结束后，
返乡
返程高峰到来，预计2月19
日即正月十五后，客流量
将趋于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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