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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现任总统
宣布参加总统竞选

河西区推进“十大工程”

不打年盹奋战“开门红”
本 报 讯（记者 许 鑫）
大年初七上班第一天，河
西区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视察天津和京津
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重要
讲话精神大会暨2019年重
点工作部署推动会， 全力
推进“十大工程”，高水平
打造品质城区、 建设首善
之区。

据介绍， 今年河西区
十大工程包括高质量发
展、深化“两创三复评”、社
会治理能力提升、 棚户区
改造及地铁沿线站点房屋
征收、安全稳定、生态环境
保护、“三微” 和老旧小区
及元年住房改造、 学前教
育提升、营商环境优化、强
化党建引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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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老年时报传媒有限公司出版

网址：http//www.jwb.com.cn

天气预报： 今晚至明日

和平区居家养老呼叫服务中心为老人提供24小时免费救助服务

小雪转阴

气温 -4℃~1℃ 东风 4 级 ~5 级

古文化街大红灯笼高高挂

我是你的眼 我替您跑腿
“居家卫士”与志愿者队伍构建居家老人安全双保险
本报讯（记者付殿贵）大年初二10时，
和平区居家养老应急呼叫中心电话铃声
突然响了起来，该区小白楼街道崇仁里社
区94岁的高龄老人常淑芬出院，家属抱着
试试看的想法摁下“
居家卫士”的呼叫键，
希望居家养老应急呼叫中心能够派人帮
助，把老人抬上楼，开展应急服务。
常淑芬家住四楼，家里人想将老人抬
上楼，但人手不够。 该呼叫中心接到老人

谭汝为详解正月初八年俗

正月初八顺星节
吃元宵攒馅合子

家属的电话后， 值机员紧急派出就近的4
名应急队员前往医院接老人回家，合力将
老人抬上了四楼。
该呼叫中心主管李豪表示， 冬季以
来， 老人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情况频发，
应急队员出勤频率明显高于往常。 多数老
人家住在三楼以上， 随120急救车而来的
医护人员无法独自将老人抬下楼。 于是，
该中心出动应急队员协助医护人员抬老
人下楼送上救护车，或将出院的老人抬上
楼送回家。 遇到老人家属不在身边的情
况，还将老人护送到医院的病床上。

大年初四11:33，劝业场街道福明里社
区86岁的董锋致电呼叫中心，表示家中停
电，窗户也出现问题。 中心的罗师傅跑了
近十家土产店才配齐备件，帮老人恢复了
用电，修好了窗户。
记者了解到，春节前夕，和平区居家
养老应急呼叫中心对应急队员进行应急
服务动员，制定了应急预案。 在春节期间
安排了电工、管道疏通等工种的15名应急
队员24小时待命，对每个求助电话快速反
应。 通过智能呼叫终端
“
居家卫士”对辖区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进行家

庭安全布防，尽最大努力保障老年人生活
安心、生命安全。
“
居家卫士”与和平区志愿者队伍，是
和平区空巢老人安全的双保险。 该区居家
养老呼叫服务中心主要针对辖区内政府
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高龄、空巢、独居、失
能、病残等生活困难老人提供24小时免费
“
老年人
救助服务。 呼叫中心主管李豪说：
遇到急事难事，只要按下‘
居家卫士’求助
呼叫键就会得到及时帮助。 中心协调下沉
在社区的应急队员上门服务速度快，全年
都有人待命，增加了安全保障。 ”

本报讯 （记者史 嵩）春节期间，来自京津冀的游客们到

天津古文化街感受
“
年味儿”。 民间艺人们在这里大显身手，
糖画、泥人、面塑、小吃等传统手工艺品摊位被围得水泄不
史 嵩摄
通，大红的灯笼高高挂起连成串更加壮观漂亮。

春节期间 ， 医护人员坚守临床一线 ， 受
到患者及家属的感谢 —
——

白衣天使收获诚挚感谢

每枚军功章背后都有热血与牺牲

新春话民俗

本报讯（记者 李 娜）今天正月初八，
传说是粮食谷子的生日，称为谷日节，也
叫顺星节。 在人们的印象中，只有正月十
五“元宵节”要吃元宵。 其实，正月初八顺
星节的一大习俗也是吃元宵。 据《天津志
略》记载：“初八日为顺星日，薄暮，祭星
神，供元宵。 ”这一天，还有哪些传统年俗
“规矩”？ 且听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谭汝为
为您一一道来。
谭汝为说：“正月初八，如天气晴朗，
则预示稻谷丰收。 黄昏后，人们燃灯焚香
祭祀星神，以求吉利，故称‘顺星’。 ”旧时
顺星节的祭星仪式在夜里举行， 习俗是
摆设花灯， 花灯点燃之后， 宛若烛光晚
会。 所有花灯燃尽后， 人们在灯光重亮
时，燃放鞭炮，并把院里“钱粮盆”事先放
好的松木杂枝点燃。 祭星仪式结束后，全
家人一起吃元宵。
正月初八顺星节， 民间最著名的星
神是福寿禄三星，“三星高照” 也便成了
一句吉利语。 谭汝为告诉记者，除了“正
月初三的合子往家转”，正月初八也要吃
合子，但与大年初三有所不同。 正月初八
吃合子， 讲究吃攒馅——
—把春节期间剩
下的各种饺子馅、合子馅，分别包好，一
起下锅。“过去正月初八还有放生活动，
就是把家里养的鱼、鸟放归野外，表达新
春之始， 企盼世间各种生物兴旺发达的
美好愿望。 ”谭汝为介绍。

本报记者
春节假期，一些春节仍
在住院治疗的患者用自己
的方式，向医务工作者表示
感谢。
除夕夜，医院领导依常
规夜查， 在抽查微创外科
10A病区时， 一位患者家属
听到了院领导向医护人员
询问工作情况，穿着拖鞋从
病房小跑着出来。 这位不愿
意透露姓名的阿姨拉住院
领导的手，述说对医护人员
的感激，不断称赞医生医术
精湛、护士耐心细致。 阿姨
说虽然过年他们回不了家，
但是在医院里医护人员对
患者无微不至地关照，让他
们感觉很温暖。 阿姨表示自
己要向医生和护士说一句：
谢谢，你们辛苦了。 ”
“
大年初四，针灸推拿科
王辰医生值班，她路过洗手
间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
孔——
—老患者暴爷爷。 原
来，80岁的暴爷爷定期来医
院做治疗，赶上过年，暴爷
爷为了突出节日气氛，特意
穿了西装，打了领带，还夹
了领带夹。 这位60年党龄的
老党员还戴上了“为人民服

李梅旭

务”的徽章。 暴爷爷做完治
疗，鼓励大家新年要好好工
作， 继续努力为人民服务，
还兴奋地与大家拍照合影
留念。
坚守工作岗位的护士
袁傲雪意外地在节日期间
收到了一面锦旗。 原来，新
年前夕，袁傲雪与好友在滨
江道购物时，发现女售货员
趴在柜台上， 脸色苍白，已
经没有了意识。 袁傲雪立刻
让同伴帮忙把女售货员放
倒在平地上，跪在其身旁进
行胸外按压，并让同伴拨打
120求助。 经过连续的胸外
按压，这名休克的女售货员
终于恢复呼吸，袁傲雪了解
到女售货员是突发低血糖，
便从包里翻出糖放到她嘴
里。 直到女售货员的家属赶
到，二人才悄然离开。 春节
期间，女售货员和家属来到
医院向袁傲雪赠送锦旗，同
事们才知道了她救人的事。
女售货员还带了一个包包
作为答谢但被袁傲雪婉拒
了。 袁傲雪说：
“
作为一名白
衣天使，治病救人是我的天
职，这是我应该做的。 ”

春节读书乐

银发志愿者军营度春节
本报讯 （记者刘长海）春节期间，滨海

新区文化馆汉沽交响乐队90多名志愿者来
到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十二支队参加文艺
汇演，同部队官兵欢度春节。 汉沽交响乐队
志愿者平均年龄超过55岁， 他们长期深入
企业、学校、社区、部队等进行义务演出。
“庞大哥， 你家对讲门铃这回又灵
了，不用下楼出来开大门了。 ”“可不，这
都是我们业委 会主任王 广星给 大伙儿
办的好事，他用了两个月时间赶在春节
前把门铃都修好了，还是义务的，真 是
热心人。 ”今年春节前，河北区昌海公寓
华新小区的43个楼门门铃再次“正常上
岗”，为居民们走亲访友提供了便利。 修
好门铃的人正是62岁的转业军人、老党员
王广星。
河北区昌海公寓华新小区许多楼门
对讲门铃失灵，给业主的生活造成不便，
如需维修需要3万多元。 新上任的业委会
主任王广星获悉此情况后， 主动承担起
为大家修门铃的工作。 他说：“我曾在部
队修过飞机，也懂一些弱电知识，作为业

本报讯 （记者 史 嵩）日前，河西区
图书馆在天津警备区河西第二干休所
举办了“传唱红色战歌 传承革命文化”
主题寒假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活动中，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沈奎老人为天津师
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三年级11班的同

学们讲述个人参军历程，介绍了经典战
例，向同学们展示了解放奖章、朝鲜三
级国旗勋章等军功章，讲解了每一枚军
功章背后的故事和意义，让同学们进一
步了解了老一辈革命军人为祖国做出
的巨大牺牲。

同学们亲闻讲述，感到格外激动，他
们纷纷表示，听了爷爷讲的事迹后，大家
更加感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
应该珍惜和平、学习历史、传承文化，更
要珍惜老前辈为我们创造的良好学习和
史 嵩摄
生活环境。

华新小区业委会主任王广星义务为社区修门铃

修飞机的修门铃他不觉屈才
委会主任我也想为大家做点事， 如果自
己能修，何必花冤枉钱呢？ ”王广星说干
就干，拿着工具到楼门检查门铃。
为了修好楼门对讲， 王广星自费买
来参考书籍， 又在网上选配件， 边修边
学，查找问题，摸索经验，在维修中王广
星发现，大部分毛病是使用时间较长后，
叉簧开关损坏，为节省资金，他自己动手
焊接，细小焊点焊了上百个，手都破了，
贴上创可贴继续干。 为让大家安心过年，
接到物业转来的报修后， 他拎起工具就

上门检查维修， 用他的话讲：“我是把这
个事当成自家的活儿来干。 ”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从2018年11月开
始到今年春节前， 王广星终于把43个楼
门的门铃全部修好， 即便如此他还是不
放心，在春节期间还经常在小区里转悠，
他想如果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修好。 对
于一名党员来说， 王广星认为自己只是
干了一件小事。 他说，“为社区、邻居办点
小事不算什么，以后我还要为社区服务，
发挥一名党员的余热。 ”

日前，海光寺新华书店举行问津文库签售活动，并邀
请问津文库主编和部分作者与读者现场交流， 为传统春
节增添了文化色彩。
曹 铭 马玉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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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星正在检查门铃。 许 鑫 庞 杰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