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关工委慰问启智培智学校师生

关注特殊教育 关爱儿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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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梅 旭）日
前，天津市关工委驻会常务副主
任滑兵来、常务副主任李润兰带
领天津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天
津市社会救助基金会工作人员
先后到河北区启智学校和红桥
区培智学校慰问。 天津市关心
下一代基金会与天津市社会救
助基金会各为河北区启智学校
“购置体育运动服装和用品”项
目捐赠5万元， 各为红桥区培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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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
购置培智触摸系统”和
“
建
立烹饪教室”项目捐赠5万元，为
学校解决实际困难。
李润兰祝孩子们六一儿童
节节日快乐，对特教老师们的无
私奉献表示感谢，肯定了两所学
校
“
生命至上”、
“
爱心传递幸福，
精诚点亮希望”的办学理念和所
取得的成绩。 她希望全社会关
心、关注、关爱特殊教育事业，关
注残疾儿童的健康和成长，关心

天气预报： 今晚至明日

《 天津控烟吸烟条例 》 宣 传活动举行

市民对吸烟致肺癌知晓率升至94%
对吸烟导致中风和心脏病知晓率下降
本报讯 （记者 庞津昆）5月31日是第

32个世界无烟日。 当日上午，由天津市卫
健委（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和
平区人民政府主办，市疾控中心、和平区
卫健委协办的以
“
健康天津 无烟天津” 为
主题,《天津控制吸烟条例》 颁布实施七周
年宣传活动在天津民园体育场举行。
活动现场，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江
国虹发布《2018年天津市控制吸烟工作实
施效果评估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与
2017年相比，2018年津城非吸烟人群的二
手烟暴露率从54.5%上升至58.0%；其中，男
性非吸烟人群的二手烟暴露率从55.2%上

生态城推健康社区创建标准

居民享星级健康服务

升至59.8%；女性非吸烟人群的二手烟暴露
率从54.1%上升至57.2%。
江国虹指出， 与2017年相比，2018
年市民对吸烟导致肺癌的知晓率从
93.6%上升至 94.0%。 受二手 烟暴露 影
响，市民对吸烟导致中风和心脏病的知
晓率分别从64.9%和77.7%下降至61.0%
和75.9%。 市民对二手烟可导致成人心
脏病、儿童肺部疾病和成人肺癌的知晓
率与2017年持平。 相对于非吸烟者而
言，吸烟仍是导致居民罹患各种慢性病
的首要危险因素。
《报告》显示，各类公共场所履行控烟

存在着
“
两低和两高”现象，即金融、通信等
服务场所，以及教育机构、培训机构、政府
办公机构吸烟现象的比例较低， 分别为
5.6%、9.0%、9.4%、10.6%； 与2017年相比，宾
馆和美容美发、公共浴室、健身房吸烟比例
下降幅度较高，分别为宾馆（从78.7%下降
至58.7%）、美容美发、公共浴室、健身房（从
56.0%下降至42.4%）。 文化娱乐场所和公共
体育馆出现了明显上升趋势， 分别从5.6%
和16.7%上升至22.2%和29.4%。 各场所类别
中，男卫生间较为私密，是潜在的吸烟场
所，其尼古丁浓度均远高于其他场所。
《报告》显示，与2017年相比，2018年

市民对《天津控制吸烟条例》知晓率维持
在68.3%；市民对《条例》执行满意率从
74.2%上升至76.8%。
此外，《报告》还显示，2018年，张贴
规范禁烟标志 （要求为列出举报电话
88908890以及监督管理部门） 比例较高
的场所有政府办公机构（81.9%）、医疗卫
生机构（75.9%）、教育机构（71.9%）。 2018
年度全市控烟执法常规检查公共场所
22683人次，处罚金额为64700元。
江国虹提醒市民，吸烟有害健康，应
避免因吸烟诱发慢性阻塞性肺病、 冠心
病、中风等各种疾病。

三代百余人 同声唱祖国
日前， 天津青少年
活动中心组织祖孙三代
近百人， 在青少年活动
中心广场举行庄严的升
旗仪式，致敬伟大祖国。
活动 开 始 ， 现 场 百
余 人 齐 唱 《歌 唱 祖 国 》。
大家的歌声铿锵有力，
以此表达对祖国的真情
祝福。 与此同时，由青少
年代表组成的仪仗队，
手持国旗来到广场旗杆
基座下， 庄严举行了出
旗和升旗仪式。 现场气
氛庄严热烈， 许多老人
纷纷和儿孙辈们一起向
国旗敬礼， 致敬伟大的
祖国。
本报记者 史 嵩 摄

本报讯 （记者 刘长海）日前，中新天
津生态城出台健康社区创建标准。 该标
准共5大项26小项内容， 将从健康活动、
健康环境、建设效果等方面，按照标准对
社区进行“星级”评定，社区居民可享受
“星级健康服务”。
根据该标准， 生态城健康社区将分
为一星、二星、三星级，其中最高级别为
“生态城三星健康社区”。
“健康活动是星级社区考核中最为
重点的部分， 参与评选社区每年将开展
不少于4次的健康教育讲座和2次健康咨
询，免费为社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协助
完成家庭医生签约， 签约建档率高 于
90％。 ” 生态城社会局副调研员刘雏阳
说，健康社区还将设立健康小屋，开展健
康教育、协助健康管理等。

中老年文化节
越剧专场周日上演
周四起凭订报收据领票

本报讯（记者 侯 蕾）6月9日下午，第
七届中老年文化节系列活动“戏曲互动
会” 将在天津海河剧院上演越剧专场演
出。 本次活动由中老年时报社、天津戏剧
家协会、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天津越剧
艺术交流中心共同举办，读者可凭《中老
年时报》订阅凭证免费领取入场券。
读者可于6月6日 （周四）9时凭今年
《中老年时报》订阅凭证到今晚传媒大厦
中老年时报活动报名处免费领票。 票量
有限，发完即止。
天津海河剧院地址：南开区卫津路8
号（八里台桥旁），乘坐8路、12路、161路、
168 路 、643 路 、710 路 、710 区 、832 路 、859
路、866路、872路、 便民61路、 观光2路空
调、西青便民1路至聂公桥站下车，或乘
坐872路至卫津路站下车， 地铁3号线至
天塔站下车B出口出站，步行可达。

天津现役军人及消防人员免费乘公交

“感谢社会对我们的关心厚爱”
本报讯（记者 付殿贵）6月1日，天津

市实施现役军人和消防救援人员免费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优待政策正式启动。
当天上午， 记者在天津站公交站看
到，几位消防救援人员正持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证件排队登上天津站开往体
育中心站的8路公交车， 驾驶员查验人证
后点头示意允许其上车免费乘坐。
天津市南开区消防救援支队西湖道
中队指导员沈圣捷对记者说：“感谢党和
政府以及全社会对我们消防指战员的关
心厚爱。我们会牢记总书记训词精神，在

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 《关于保障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交通出行优待权
益有关事项的通知》 等法律法规和文件
精神，经天津市人民政府同意，市交通运
输委员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天津警备
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印发通知， 明确自今
年6月1日起， 军队和武警部队服现役的
军官（警官）、文职干部、士兵（士官和义
务兵）、军队（武警）院校有军籍学员以及
消防救援人员， 可持本人有效证件免费
乘坐天津市所有线路的公共汽车和城市
轨道交通。

气温 22℃~29℃

东风转北风

3 级 ~4 级

天津市开展离退休干部
文化健身系列活动
本报讯 （记者李梅旭）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际， 市委老干部局依托全市
离退休干部活动示范基地，
积极组织全市老同志开展
“奋进新时代 银发展风采”
系列主题文化健身活动。
“
北辰杯”第七届台球邀
请赛吸引了全市各区、 部委
的19支代表队百余名老干部
选手参加。经过两天8轮32场
比赛的激烈角逐， 最终静海
区和武清区老干部代表队分

别获得斯诺克、 中式八球比
赛第一名。
天津市离 退休干 部摄
影技能讲座邀请中国摄影
家著作权协会会员、市摄影
家协会理事孙德琪进行古
典摄影工艺（蓝晒法）知识
技巧授课。 来自全市区委办
局20个单位的50多名老同
志参加了活动。 随后，大家
参观了和平区离退休干部
摄影爱好者为迎庆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创作的作品。

读者活动基地又添新成员

“时报之旅”为青旅授牌
将推出更多惠老文化旅游活动
本报讯（记者许 鑫）为
进一步满足银发族旅游需
求， 提升中老年人居家出游
服务质量，6月2日，《中老年
时报》助老平台
“
中老年时报
之旅” 在天津中国青年旅行
社有限公司举行授牌仪式，
将天津青旅定为“
中老年时
报之旅读者活动基地”。 今
后， 时报将携手天津青旅为
广大读者提供更多、 更优质
的出游选择和服务。
去年5月，时报助老平台
“中老年时报之旅” 正式启
动，连续组织筹划了
“
津和文
化旅游季”
“
文化旅游月”
“
冬
季避寒养生休闲游” 等多项
旅游服务活动，截至去年末，
推出旅游线路近30条， 带领
广大读者不仅玩转国内，还
走出国门到越南、柬埔寨、日
本以及欧洲俄法德等国体验
不同的异域文化， 参与读者
达到万余人次。
其中，作为承接“中老
年时报之旅” 文化旅游活动
的重要合作单位，天津青旅
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乘“
津和
号”游大美新疆、忆江南水乡
五日游、 齐鲁风光3日游、红
色江西8日游等多条中远途
旅游线路。今年，天津青旅根
据读者需求，携手
“
中老手时

报之旅” 组织了多次一日游
活动， 包括正月十六宝坻植
“
遛百病”、4月20日北京
物园
军事博物馆颐和园一日游、6
月2日小站练兵园杨柳青年
画博物馆一日游活动等。 丰
富多彩的旅游活动， 给广大
银发族提供了多种选择，提
升了出游体验和乐趣。
对于
“
中老年时报之旅”
以及天津青旅热情周到的服
务，读者们给予了充分肯定。
去年参加
“
津和号”的刘静华
“
在时报报名享受了
读者说：
报名费优惠， 带我们出游的
青旅给予了周到的服务，跟
团导游照顾我们的饮食起
居。一位老人突发疾病，导游
跟着忙前忙后， 大家都看在
眼里，都很感动。”采访中，许
多读者都是多次跟随“
中老
粉
年时报之旅” 出游的老“
丝”，他们对与时报合作的旅
行社都非常认可， 表示跟时
报出游很踏实。
据天津青 旅相关 负责
人介绍，此次授牌，是广大读
者对天津青旅这一年来服务
的肯定。今后，天津青旅将继
续携手“
中老年时报之旅”，
提供更多、 更优质的出游选
择和服务， 让银发族玩得开
心、让他们的子女放心。

劳模做蛋糕为老人集体祝寿

北辰区江南春色社区安装晾衣架

社区放置晾晒杆 晒被晒出文明风

简 讯
经各区推荐、资料审查、现场考
核、拟命名公示等程序，在6月5日世界
环境日到来之际， 天津市环境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决定， 命名河东区格调竹
境社区等23个社区为新一批“天津市
绿色社区”。 截至目前，天津市级绿色
社区已达到257个。
（李 娜）
天津市各区城市管理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
断加大巡查力度，出重拳治乱象。 近日，
宝坻区综合执法部门对城区内一起破
坏公共绿地的不文明行为，对相关责任
方处以5000元的上限罚款，并责令改正
不文明行为。
（侯 蕾）

浓烟烈火的最前线，用勇气、拼搏甚至是
生命去践行我们对祖国的铮铮誓言，永
远做党和人民最忠诚的守护者！ ”
记者来到地铁天津站客服中心。 天
津警备区某部下士宋鑫宇正与战友一
同休假出行，她将自己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士官证递给地铁客服工作人员，客服
工作人员核对登记后，发放了一张地铁
优待票并退还证件，整个换票过程大约
30秒。
记者了解到，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防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阴

从事特殊教育事业教师的工作
和生活，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
难，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到特殊教
育事业中。 李润兰指出，要引领
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奉献爱心，
关心和支持特殊教育，为特教学
校和孩子们办更多的实事和好
事。 要管好用好资金，精打细算，
认真做好项目落实。 区关工委和
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督，使有限的
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

图为 居民在晾晒区晒被。

许 鑫摄

本 报 讯 （记者 许 鑫）每年换季，天

气由凉转热时，很多市民都有在阳光充
足时把被褥拿到室外晾晒的习惯。 此
时，小区健身器材、楼门口无障碍走道
的栏杆、甚至是树木之间，都会挂上五

颜六色的被褥，非常影响环境美观。 为
了美化社区环境，提升社区便民服务功
能，日前，北辰区瑞景街江南春色社区
在1号楼与14号楼之间设置了集中晾晒
区，方便居民日常生活使用，让晒被也
能晒出文明。
近日，记者来到江南春色社区的西
南角，5组铝合金晾衣架集中安置在这
里，此处是该社区内遮挡物和过往车辆
最少、阳光最为充足的位置。72岁的裘建
华老人正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晾
晒家里的毛毯。 他告诉记者：“很多老人
都有晒被的习惯， 但这么美丽的小区，
到处挂被褥也不好看，而且有的还挂在
了健身器材、 无障碍走道的栏杆上，影
响这些设施的正常使用。 社区为杜绝这

一现象，采取集中晾晒的方式，作为居民
我们感觉很贴心，既有地方晒被了，也不
影响环境美观。 ”
江南春色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
主任胡晓蓉介绍，该社区都是高层，家中
有60岁以上老人的住户达到三成以上。
为解决小区晒被的问题，居委会想了很
多办法。 她说：“这个社区是新小区，绿
化和环境都非常好，但偶尔出现的随意
晾晒影响了社区环境，社区也采取过劝
诫的方式，但效果不好，出现‘打游击’现
象。 在充分考虑居民需求后，我们设置
了集中晾晒区，引导居民到这里晾晒被
褥，从近期的效果看，还是非常好的，随
意晾晒的情况已经杜绝，居民们对这个
创意也很满意。 ”

6月1日， 天津市劳模曹
凤林把自己亲手设计制作的
蛋糕，送到鹤童川府老人院，
为这里的老人过集体生日。

图 为 101 岁 的 袁 淑 英
（右 二 ）老 人 代 表 全 院 老 人
接 受 曹 凤 林 （左 一 ） 送 上 的
蛋糕。
曹 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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