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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家庭故事 弘扬文明家风

2020年
“
戏曲进校园”活动展开
本报讯 （通讯员 卢薇帆 温凡）近
日，北辰区开展 2020 年“戏曲进校园”
活动。 作为北辰区 20 项民心工程“政府
购买演出下基层”的组成部分，此次活
动共演出 10 场。
首场演出在青光中学开演，百余名
师生共同观看。 结合疫情防控形势，演
出减少了乐队伴奏人员，但演员阵容强
大，有天津京剧院和天津青年京剧院专
业演员，也有裘派、程派名票。 演出曲目
有 《文昭关》《姚期》《大登殿》《贵妃醉
酒》《探皇陵》《捉放曹》等优秀传统剧目
精彩唱段。
彩唱前，主持人介绍剧情、行当和行
头等内容，加深学生对戏曲相关知识的了
解。 演出过程中，精彩唱段处组织学生现
场学，一起唱。 演员们精彩的表演，让孩子

们了解了戏曲唱、念、做、打的基本内容，
学生们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欣赏到精美的
演出。 青光中学学生辛雨霏说：
“
观看戏曲
演出能够帮助提高我们对艺术鉴赏的能
力，今天我知道了戏服上的每个细节都非
常讲究，以及每个角色的作用，对戏曲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 ”
戏曲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瑰宝， 具有极高的艺术和教育价值。
一直以来，北辰区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财政
部、 文化部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
见》等文件精神，积极开展“戏曲进校
园”活动，让学生们感受戏曲魅力，积极
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果园新村街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活动

集贤里街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疏导

本报讯 （记者 徐佳佳 通讯员 魏铭
珺）
“
同学们， 你们都是禁毒宣传小使者，
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同抵制毒品，创造美
好生活！ ”日前，果园新村街邀请辖区派出
所民警、法治辅导员董学寅为北辰实验中
学40余名师生开展了一次生动的禁毒主
题课。
活动现场设置了咨询展示区，摆放了
禁毒宣传展台，以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图
文并茂的方式展示了禁毒科普知识、禁毒
法律条例等内容。师生们还在横幅上郑重
签名，承诺
“
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
最近，果园新村街禁毒宣传月工作部
署会召开， 吹响了全域禁毒宣传的集结
号。 街机关干部、社区工作者、在校师生、
辖区党员群众、商户经营者纷纷加入到禁
毒宣传志愿队伍中来，开展
“
健康生活 绿

本报讯（通讯员 袁巍）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下， 如何加强学生们的心理健康教
育， 是近期老师与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
日前，团区委联合集贤里街，在安达里、拜
泉里社区先后开展未成年人心理疏导活
动，引导青少年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确保
青少年身心健康。
第一场心理疏导活动在安达里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 来自
团区委的志愿者围绕亲子关系和朋友
关系这两个主题， 为参加活动的学生
详细讲述了如何与家长 和朋友相处，
并引导他们学会换位思考， 帮助孩子
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志愿者通过带
领孩子和家长一起进行“我说你画”互
动游戏，建立更加默契的亲子关系，并
就如何专注倾听孩子内心， 对家长进

色无毒”集中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在辖区 12 个社区及市场、
酒店等点位有序开展，共组织主题宣讲十
余场，实现区域禁毒宣传全覆盖。 活动现
场，工作人员为过往群众发放禁毒宣传资
料，解答群众咨询，提醒大家提高对诱惑
的警惕性，不要轻信谎言，不轻易和陌生
人搭讪，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
及食品等。
此外，工作人员还通过组织线下活动
以及电话、微信沟通等方式，对社区居民
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实现社区宣传全覆
盖。 同时，为建立禁毒宣传长效机制，实现
禁毒常态化管理，果园新村街还全面动员
辖区物业公司、酒店、农贸市场经营者参
与到禁毒工作中，构筑成社区禁毒工作的
前沿阵地。

行正确引导。
在拜泉里社区“
复学后的曼陀罗绘
画” 主题未成年人心理疏导活动现场，老
师首先让孩子们敞开心扉畅谈开学后的
感受，并对他们所吐露的心理情绪进行逐
一分析。 随后的绘画环节，老师让大家通
过曼陀罗绘画的形式表达出疫情前、 中、
后期的心情变化， 孩子们在圆里作画，笔
尖划过纸上， 传递出内心深处的情绪语
言，现场老师根据这些情绪语言给予有针
对性的心理疏导。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是社会、学
校、家庭的重大责任，通过开展此类活动，
帮助孩子们梳理情绪、激发潜能、缓解压
力，让家长及时了解孩子情绪状态，帮助
孩子做好复课开学后的心理调适，为孩子
们营造健康向上的心理环境。

小家大爱 同心抗疫
—最美抗疫家庭张学荣夫妇
——
■通讯员 袁巍 韩雯雯
“我也想为疫情防控出点力！ ”1
月 30 日， 泰来西里社区居委会接待
了一位特殊居民， 她要为武汉捐款
2000 元。 捐款人是天津市道德模范
张学荣，她是北辰区集贤里街泰来西
里社区的一名普通居民。
张学荣今年60岁， 她心地善良、为
人淳朴， 身体力行参与每项志愿服务。
在社区里， 张学荣被大家亲切的称为
张姨”。 自从2016年加入社区党员志
“
愿者队伍后，每一项志愿者行动她从没
落下过。 除了日常社区安全巡逻，张学
荣连续几年，在指定时间到802公交总
“
大雁排队”公交文明执勤任务。
站参与
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早上七点半她都会
准时到岗，为乘客服务、帮助老人上下
车，主动清扫公交站点环境卫生……时
间一长乘客们都主动和她打招呼，喜欢
上车前和她唠叨两句。
平日里， 张学荣热心志愿服务，
乐于助人，谁家有困难她都会主动帮
忙。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8 年底，
张学荣检查出身患癌症，她向家人隐
瞒了病情，延缓住院，仍然全身心投
入到志愿服务行动中，用一颗热忱的
心，坚守自己“活着就要做正能量的
事儿”的信念。
后来家人知道了张学荣的病情，
她才住院治疗。 在接受治疗期间，张
学荣仍心系社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力所能及地参与志愿活动，将自
己的爱洒向社会，将正能量传递给身
边的每一个人。
2020 年 1 月， 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牵动着张学荣的心，她时刻

关注着武汉前方的消息。 虽然维持日
常的治疗已经花去了家里大部分积
蓄， 但她还是想为疫情防控尽点绵薄
之力。 1 月 30 日下午，刚刚从医院检
查回来的张学荣，顾不上身体虚弱，在
老伴儿的陪伴下第一时间赶到社区居
委会向党组织捐出 2000 元钱。 她说
自己生病这一年多， 受到了医务工作
者的悉心照料，内心感激不已，也想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奋战在抗击疫
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们加油助力。
为了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张学荣
一家人积极响应社区招募志愿者的
号召，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参加一线值
守的她，嘱托丈夫叶振华替她站好疫
情防控这班岗。 他们用实际行动传承
红色精神，为小区防控工作筑起了一
道坚实防线。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张学
荣夫妻二人继续发扬最美家庭舍小
家、为大家的优良作风，他们相互鼓
励与扶持，坚定信念、默默付出，用实
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成为疫情防控最美“夫妻档”，更成为
无数抗疫家庭的最美缩影。

我身边的道德模范

职业病包含哪些疾病
你了解吗？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有全国人大代表
建议将因职业因素导致的颈椎病纳入职业
病范畴。 也就是说，目前因职业因素导致的
颈椎病还未被纳入职业病范畴。 那么，目前
职业病都包含哪些疾病，是如何确定的呢？
什么是职业病？
职业病是指企业、 事业单位和个体经
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
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
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职业病包含哪些疾病？
现行我国法定职业病根据《职业病分
类和目录》分为10类132种（含4项开放性条
款），具体如下：
（1）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
病（如矽肺、煤工尘肺等）；（2）职业性皮肤病
（如接触性皮炎、光敏性皮炎等）；（3）职业性
眼病（如化学性眼部烧伤、电光性眼炎等）；
（4）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如噪声聋、铬
鼻病）；（5）职业性化学中毒（如铅及其化合
物中毒、汞及其化合物中毒等）；（6）物理因
素所致职业病（如中暑、减压病等）；（7）职业
性放射性疾病（如内照射放射病、放射性皮
肤疾病、放射性肿瘤等）；（8）职业性传染病
（如炭疽、森林脑炎等）；（9）职业性肿瘤（如
石棉所致肺癌、间皮瘤，联苯胺所致膀胱癌
等）；（10）其他职业病（如金属烟热等）。
备注： 详细职业病种类与病种划分详
查看《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职业病如何判定？
职业病的确定，需要满足4个条件：
（1）劳动者必须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
雇佣关系，且用人单位必须是合法的用人
单位（包括个体经济组织）。（2）必须是在从
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3）必须是因
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
素引起的。（4）必须是国家公布的《职业病
分类和目录》所列的疾病，且符合国家职业
病诊断标准。
怀疑自己得了职业病，怎么办？
劳动者在工作中怀疑自己可能患职业
病时，可以在用人单位所在地、本人户籍所
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
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 职业病
诊断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如果劳动者确实被诊断为职业病，用
人单位可在30日内（劳动者及其近亲属、工
会组织可在1年之内）向属地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被认定为工伤后， 治疗职业病所需费
用符合规定的，可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劳动者住院治疗职业病的伙食补助
费， 以及经批准到统筹地区以外治疗所需
的交通、食宿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 职工在
签订服务协议的康复机构进行工伤康复的
费用，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
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经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达到伤残等级的， 按照
相应等级享受工伤伤残待遇。
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参加工伤
保险，则相关费用由用人单位支付。
（区人社局）

全民参保小讲堂

“爱心妈妈”——
—王秀敏

创建

全国文明城区
国家卫生区

北辰区在各大公园景区设置“文明旅游”提示牌，倡导市民文明出游，维护
环境卫生，遵守公共秩序，保护生态环境、爱护公共设施、不随地吐痰、不乱扔
废弃物、不践踏草坪，让文明旅游成为一种新风尚。
记者 刘承 摄

15 个要点，读懂这堂民法典“公开课”（一）
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
第二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就主持
了以“切实实施民法典”为主题的十九
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并发
表重要讲话。
2020 年第 12 期 《求是》 刊发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认识
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 法更好
保障人 民 合 法 权 益》。 现梳理出了 15
个要点，供大家一起学习。
1. 这次集体学习的目的
安排这次集体学习，目的是充分认识
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推动民法典
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
2.“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
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
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民事法律制定
实施。
革命战争年代， 我们党在中央苏
区、陕甘宁边区等局部地区就制定实施
了涉及土地、婚姻、劳动、财经等方面的
法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相继制定实施
了婚姻法、土地改革法等重要法律和有

关户籍、工商业、合作社、城市房屋、合
同等方面的一批法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商事法制
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先后制定或修订了
一大批民事商事法律，为编纂民法典奠
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顺应实践
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 把编纂民
法典摆上重要日程。 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其中对编纂民法典
作出部署。
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经过 5 年多
工作，民法典终于颁布实施，实现了几
代人的夙愿。
3. 如何认识民法典的重大意义？
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是一部固根本、
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
（1）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2） 对发展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
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重
大意义
（3）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
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4.怎么理解民法典是“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
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
范，汲取了中华民族 5000 多年优秀法
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
成果：
（1） 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
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
展要求的民法典
（2）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
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
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
（3） 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
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
5. 实施好民法典，要做到
“
5 个加强”
（1） 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
教育
（2）加强民事立法相关工作
（3）加强民法典执法司法活动
（4）加强民法典普法工作
（5） 加强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理论
研究

法治北辰
建设法治北辰 实现公平正义
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办公室

王秀敏，女，中共党员，北辰区
运管局退休干部。 第二届天津市道
德模范，全国优秀志愿者，北辰区
首届道德模范。
她十年如一日默默资助一户贫
困家庭， 使得该家庭两姐妹顺利完
成学业、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她就是
被大家称为
“
爱心妈妈”的王秀敏。在
社会各界人士的邀请下， 她开始走
进社区、机关、部队、学校，讲爱心故
事，播爱心种子。 越来越多的人听了
她的故事， 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加入
她的团队。 王秀敏的这支由爱心凝
聚起来的爱心志愿者团队不断壮
大， 目前已有队员 200 多人， 有工
人、有农民企业家、有机关干部、也有
教师、公安民警、军人、记者、个体经
营者。 爱在，希望就在，美好就在。

“助人为乐”——
—王晨
王晨， 女， 北辰医院医务工作
者。 2018 年中国好人，北辰区首届
道德模范。
王晨对事业、 对社会始终秉持
一颗炽热的爱心。 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 她将志愿服务当作自己人生追
求， 长期帮扶天津儿童福利院脑积
水、先天脊柱裂患儿蓉蓉，长期资助
河北省赞皇县田村小学学生安永
辉、 隆化县十八里汰中心小学杨子
隆， 并主动加入天津纯公益志愿团
队， 相继参与了敬老解忧、 助学探
访、 助力微心愿、“衣旧暖心” 等活
动。 她充分发挥
“
互联网 +”力量，及
时发布衣旧暖心、关爱瓷娃娃、阳光
书社等公益项目内容、参与方法、活
动成效，借新媒体之势传递正能量、
助推崇德向善之风。

谨防手足口病 保护儿童健康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人肠道病毒
引起的一种儿童常见传染病，以 5 岁
以下儿童发病为主。 大多数患者症状
轻微，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
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症状。
手足口病可经粪—口途径传播，
也可经呼吸道飞沫及接触传播。 一年
四季都可发病，以夏、秋季多见。 做好
儿童个人、家庭和托幼机构的卫生是
预防手足口病的关键。
随着手足口病高发期的到来和
幼儿园复课的来临，托幼机构和学校
等集体单位在手足口病防控工作中
应该这样做：
幼儿园老师勤洗手，并且指导孩
子正确洗手，为孩子提供独立水杯和
餐具；
校医严格实施晨午检，发现疑似
病例告知家长及时带患儿就医；
教室每天通风 2-3 次， 每次半
小时；
地面、门把手、桌椅等加强消毒，被
褥、玩具勤晾晒，餐具等进行煮沸消毒；
患儿的隔离时间为发病后 2 周，
隔离期间尽量不与其他孩子或成年
人接触，避免疾病传播。

那么手足口病患儿居家治疗或
隔离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1.健康监护：患儿居家隔离治疗
期间， 家长及看护人应密切观察病
情,如出现持续高烧、精神萎靡不振、
昏睡、或肢体颤抖抽搐等，有可能短
期内进展为重症，应立即送孩子到医
院就诊。
2.居家消毒：每天清洁常接触的
家具、玩具、地面等，每周用含氯消毒
剂消毒 1-2 次。 患者的分泌物、呕吐
物或排泄物以及被其污染的物品或
环境，清洁后要及时用含氯消毒液进
行擦拭或浸泡消毒，作用 30 分钟后，
用清水擦拭或冲洗干净。
3.做好隔离：居家隔离时限为患儿
发病后 2 周， 此期间患儿尽量避免外
出， 更不要去幼儿园和人群聚集的公
共场所，避免与其他孩子接触玩耍。
最后提醒各位家长培养儿童养
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到“洗净手、喝
开水、吃熟食、勤通风、晒衣被”。
（区卫健委）

健康 之 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