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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预告

2月10日 星期三

17:30《科普时间》（2-10）

18:00《河东新闻》（首播）

20:30《健康开讲啦》（2-10）

21:00《中国旅游》（2-10）

21:30《人文中国》（2-10）

22:30《有一说一》（2-10）

2月11日 星期四

17:30《科普时间》（2-11）

18:00《河东新闻》（首播）

20:30《X档案》（2-11）

21:00《中国旅游》（2-11）

21:30《人文中国》（2-11）

22:45《有一说一》（2-11）

2月12日 星期五

17:30《科普时间》（2-12）

18:00《河东新闻》（首播）

20:30《X档案》（2-12）

21:30《人文中国》（2-12）

22:45《有一说一》（2-12）

2月13日 星期六

17:30《科普时间》（2-13）

18:00《河东新闻》（首播）

21:00《中国旅游》（2-13）

21:30《人文中国》（2-13）

22:30《有一说一》（2-13）

2月14日 星期日

17:30《科普时间》（2-14）

18:00《河东新闻》（首播）

21:00《中国旅游》（2-14）

21:30《人文中国》（2-14）

22:30《有一说一》（2-14）

2月15日 星期一

17:30《科普时间》（2-15）

18:00《河东新闻》（首播）

20:30《安全在身边》（2-15）

21:30《人文中国》（2-15）

22:30《有一说一》（2-15）

2月16日 星期二

17:30《科普时间》（2-16）

18:00《河东新闻》（首播）

20:30《政法纵横》（2-16）

21:30《人文中国》（2-16）

22:30《有一说一》（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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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生 关 注

本报讯（记者 彭娜 通讯员 王晧
伟）春节前夕，区总工会一行走进天津
安传电子有限公司，组织开展包饺子、
送年夜饭慰问春节期间在津坚守岗位
不回家过年的职工活动。

区总工会从“留在本地过年、减少
出行聚集、助力疫情防控、做好慰问关
怀”四个方面，号召全区各级工会和广
大职工积极投身疫情防控。为鼓励留

津过春节，区总工会开展“送礼包”“送
饺子”特别关爱活动，共投入资金
67.94万元。按照每人200元的标准，
提前为全区1585名留津过年的职工
准备好饺子、干果、饮料等节日用品，
同时为全部1204名留津过年保洁队
职工送去米面油鸡蛋生活必需品，为
他们送去温暖，在寒冷的冬天让他们
感受到“津门”温度。

情暖留津过年职工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守护大家过好年 我们才安心”

“虽然今年不回家了，但在这儿和同
事们一起过节，保障好家家户户在节日
里的安全用电，心里感到很踏实，也很有
意义。”节前，记者采访了国网天津城东
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正值调控员马
林，了解他们如何度过这个春节。

调控中心是电力系统的核心，调控
员是保障区域电网安全可靠运行的“眼
睛”和“大脑”。

开始采访时，这个今年刚满30岁
的小伙子，眼睛便一直盯着屏幕上的数
据，监测着电网运行情况。马林是调控
中心党支部的青年党员，老家在河南，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他发扬模范带
头作用，冲锋在前，近一年时间都坚守
在调控运行岗位。而立之年，父母总是
牵肠挂肚地惦念着他的婚事。他原计
划去年劳动节假期带女朋友回家见家
人，但由于防疫保电的责任搁浅了。而
今年过年，他依旧要在岗上值守，父母
的热切期盼又一次落空了。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也很严峻，党

和政府倡导就地过节，我爸妈很理解，
也嘱咐我不要想家，好好工作，得空儿
多带着女朋友视频通话，让他们多看
看。”马林腼腆说着，不时地翻动着手
中的资料。
“您稍等一下。”这时，调度室内的电

话响起。“您好我是城东调度马林，好，立
刻查找。”马林一边通话，一边飞速在笔记
本上做着记录，这边电话刚刚放下，另一
部电话又响起，他迅速拿起听筒，接听来
电。4分钟后，一切安排妥当，他才抬起
头来对记者说：“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保电
人员核实数据，让你久等了……”

据了解，为确保春节期间区域内
安全可靠供电，城东公司调控中心全
体留津人员主动备班。他们以实际行
动诠释战“疫”中的责任与担当，为万
家幸福和团圆保驾护航，用心用情点
亮璀璨夜空。

（戚帅）

“过年都能买到鲜菜我就开心了”

“一定要保证每天的水果和蔬菜都
是新鲜的，春节期间人流大，必须保证
好蔬果上架，要咱老百姓都能买上放心
食品。”梁文和小组的人说。

今年30岁的梁文是湖北武汉人，
来津工作已经五六年了，作为人人乐超
市津塘路店生鲜区的经理，这段日子忙
碌的节奏越来越快。说起留津过年，梁
文说已经是习以为常了，越是在这个时
候就越要坚守岗位。“今年不同于往年，
留津过年的人多，所以我们今年特别
忙。”梁文告诉记者，今年公司给留津
过年的人发了红包，准备了丰盛的年夜
饭，大家坐在一起包饺子，相信会特别
开心，也一样有家的感觉。说起遗憾，
梁文的表情有些凝重，“想家是肯定的，
特别是长辈都在老家，岁数也大了，特
别想念，但是疫情防控期间，咱干的还
是服务工作，就不能有怨言了。”

像梁文这样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的员工，你或许不会注意到他们，但正
是他们保障了我们平安祥和的春节，温
暖了这座城市。

（戚帅）

过小年吃饺子 贴春联送祝福

“来来来，饺子出锅了，大家趁热吃”，
随着一声吆喝，大家都坐到桌前，欢声笑
语，好不热闹。2月4日是北方的小年，在
河东区第二中心小学里，学校领导和响应
就地过年的留津老师共聚一堂，大家一起
热热闹闹吃饺子、过小年。

几位留津过年的老师边吃饺子边
为记者做起自我介绍，“我叫刘晴，老家
在山东，前段时间我父母已经从老家过
来了，今年我们打算在天津过年。”一旁
来自河北省的胡亚琴说道：“我们这些
父母在老家的，想了个好方法，‘云过
年’，两边儿通过手机视频连线，一起吃
年夜饭，一起看春晚。”

去年9月刚刚参加工作的石润泽
也来自河北省，虽然回家的路途不远，
但她仍然选择留津过年，她告诉记者，
家里人都挺支持她的做法，让她等疫情
平稳了，再回家好好团聚。

来自河南省的赵丹本来今年1月
要举办婚礼，因为她和爱人都不是天津
人，一个婚礼他们要往返三地。“我俩都
觉得这样风险太大了，就决定把婚礼延
后了，今年过年我俩一起在天津过。”赵
丹笑着说。

有人心怀喜悦，也有人将哀伤化为
动力。前不久，于娜娜的奶奶去世了，
远在山东的父母决定丧事一切从简，也

让她不用来回奔波。于娜娜说：“无论
我身在何方，都会把奶奶对我的爱记在
心里。”

第二中心小学党支部副书记、副校
长张蕾表示，学校根据区教育局下发的
相关工作精神，精心组织关心关爱留津
过年教职工活动，除过小年包饺子外，学
校还有给留津过年教职工送春联贴吊钱
等活动，向他们送上新年的祝福。

（石晓钰）

内高班学生的多彩生活

在这个寒假，第七中学西藏内高班
和第四十五中学新疆内高班的学生们
需要留在天津过年，每逢佳节倍思亲，
小小年纪的他们独自在外求学，学校为
了让孩子们在津城开心过年、快乐过
年，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在第七中学，为满足学生学习需
要，丰富学生文体活动，学校安排了有
趣的学习和社团活动。每天上午，老师
们为学生精心准备了复习课，安排好学
生的学习内容。下午还有社团活动更
能让学生们活跃起来，舞蹈社团让学生
陶醉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舞”林
深处；棋类社团的学生们在棋盘上排兵
布阵，一较高下。学生斯朗拉珍说：“第
一次在天津过春节，学校为我们安排了
各种各样的活动，冲淡了大家想家的情
绪。而且我们每天还可以跟家人视频
聊天，说说每天的生活，说说这个难忘
的春节。”

第四十五中学也为新疆内高班的
学生安排了多彩的寒假生活，爱国教育
活动、思政教育讲座让学生们通过聆听
艰苦朴素的感人故事，激励学生要继承
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学校还开设了书
法、国画、篆刻、太极拳、足球篮球、编
织、国旗护卫队、舞龙等20余门课程，
在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同时，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学生
亚合尔亚·艾力说：“假期我参加了篮球
社团和合唱社团，学习了不少新知识。
学校还举办了春节联欢会，大家载歌载

舞，特别开心。” （石晓钰 刘小萌）

老人院里过春节

春节是家家户户团圆的节日，自今
年1月起，区民政局组织各养老机构多
次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及时传达市民政
局通知，调整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措施，
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先后多次分组实
地督导检查辖区内各养老机构疫情防
控部署情况，在做好各项疫情防控的同
时，指导养老机构加强老年人心理调
节，引导老人保持正常作息、规律生
活。老人院也从餐饮、文化活动等方面
加强保障，积极响应就地过年，让老人
院的春节更暖心。

日前，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住在椿
萱茂（天津东站）老年公寓的唐锦荣奶
奶，唐奶奶今年88岁，她和92岁的老伴
黄克礼一起住在这里。唐奶奶说：“这
儿每天给房间紫外线消毒，给我们测量
体温，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也有医生和护
士。在老年公寓住习惯了，我们也都不
愿意来回跑动。现在快过年了，我们已
经开始布置房间了。”

椿萱茂（天津东站）老年公寓总经
理李丽表示，老年公寓从小年开始就有
做糖瓜、包饺子、和家属视频连线等活
动。过年期间的饮食菜单也都是根据
年俗安排的，比如：初一饺子、初二面、
初三盒子……会尽力让老年公寓的春
节更有年味儿。 （石晓钰）

春节不回家 坚守岗位一线

随着春节的临近，人们回家团圆的
心情愈加迫切，但为了疫情防控工作，
很多人选择留在天津过年并坚守在自
己的工作岗位上。

公安河东分局富民路派出所情报
指挥室内的内勤民警王超就是其中的
一员，王超的老家在内蒙古兴安盟，
2018年研究生毕业后，王超考入富民
路派出所，至今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
了，严谨、细致、扎实、脚踏实地、埋头苦

干是领导和同事口中对王超的一致评
价。王超的丈夫也是公安系统的一名工
作人员，有时候忙起来，两个人一个月也
见不上几次面，全靠视频通话联络感
情。去年年初，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王超将自己未满一周岁的女儿交给患病
仍未痊愈的母亲照顾，义无反顾地回到
了战“疫”一线，从没有一句怨言。王超
说：“家里人都特别支持我的工作，为了
让我安心工作，他们承担了很多、付出了
很多，虽然不能回家过年了，但他们也表
示很理解、很支持。”在富民路派出所警
务机制改革后，王超还主动承担起所内
情报指挥室内的指挥调度工作，带领情
报指挥室多名同志轮值情报指挥室内全
天24小时的勤务。王超告诉记者，“虽
然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过年，但坚守在
自己的第二故乡天津，跟同事们在一起，
依旧是个团圆年。” （赵文君 王巍）

春节不回家 卖菜生意忙

菜市场是最能体现出年味儿的地
方，春节前，大家都忙着采买新鲜蔬菜。
在向阳楼菜市场张淑梅的菜摊前，挤满了
来买菜的市民，大家都在为除夕的年夜饭
做好准备工作。在张淑梅家的菜摊上，摆
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菜品全、价位合
理，微信群买菜、送货上门也是她家的一
大特点。

张淑梅是河南人，六年前跟着丈夫
来到天津，租了市场里的一个摊位做起
了卖菜的生意。“来天津这几年，每年过
年都回老家，今年春节我们决定不回老
家了，我俩计划着除夕、春节这两天早
收会儿摊，早点儿回家，跟家里的老人
和孩子视频聊聊天，毕竟这一年到头
的都是凌晨三四点钟就起来上菜，挺
辛苦的，过年也给自己放两天假。”张
淑梅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要说不
回老家过年，心里确实有点儿遗憾，毕
竟父母和孩子都在老家呢，挺想他们
的。不过，为了疫情防控工作，咱可不
能给大家添乱。”在向阳楼菜市场，像张
淑梅这样春节不回家的商户还有很多，
大家说这是用实际行动真正做到“帮忙
不添乱”。 （赵文君）

就地过年也有家的感觉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而对于环
卫工人来说，春节意味着忙碌。作为城
市美容师，他们全年无休每天坚守岗
位，默默奋战在第一线，为市民创造一
个良好的卫生环境。今年，为了响应就
地过年的号召，越来越多的环卫工人选
择了就地过年、坚守岗位。

河东区大王庄环境卫生队站区分
队21名环卫工人全部选择了留守天
津。来自河北的杜书英，今年是她来天
津的第5个年头。原本打算今年回家
团聚的她，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留在
天津。“我们这个行业，一到过年就特别
忙。今年是我第一次不回家过年，说不
想家那是假的，最惦记的还是我那一双
儿女。”谈起儿女，杜书英难掩内心的愧
疚之情。“但是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
得有人坚守。大家都聚在一起，像一家
人一样，挺好的。”

杜书英只是今年留津环卫工中的
一员。来自山西临汾的姚五生，已经连
续9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作为退伍
老兵，为积极响应就地过年倡议，今年
姚五生仍然选择坚守岗位。“环卫过年
是最忙的时候，我每年过年都不回家，
都等别人都回来了我再回去。我是个
当兵的，受过党的教育，不管什么时候，
都是先大家，后小家；不管什么事儿，都
是先别人，后自己。”

就地过年，年味儿不减。为了让
环卫工人安心留在天津过年，河东区
城管委工会也为环卫工人送出“大礼
包”和“安心过年礼”，让环卫工人切实
感受到家的温暖，安心、暖心在天津过
好这个春节。 （彭娜）

春节快递不打烊

今年春节期间网购的需求进一步
增加，各大快递公司纷纷发布公告表
示，今年春节期间快递不打烊，提前储
备运力，让快递平稳运转。

许多快递员都选择了留津坚守岗
位。中国邮政的快递员王学平来自河
北省保定，去年来到天津做快递员，今
年第一年不和家人过春节。他告诉记
者，接近春节，快递比较多，平均一天送
四五百件快递。“今年春节快递不打烊，
除夕我们也不休息，我们会尽快把快递
送到居民家中，不耽误大家过年穿新衣
服，虽然不能回家过年，但是能为大家
服务我也挺自豪的。”

（潘莹）

本报讯（记者 戚帅 摄影 刘泽瑞）
日前，大王庄街道举行“双进双认·筑梦
直沽”网格管家串家门主题党日活动,
积极动员各单位党员干部进社区“认岗
位、认亲戚”，把为人民干好事，为人民
谋福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各共建单位组团到结队共建的社
区慰问困难群众，向结对的亲戚送上节
日的祝福和慰问品，了解他们的身体和

心理情况，怀着真挚感情与群众交朋
友、摸实情、听意见，切实解决困难问
题，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加强与群众的
紧密联系。家住平顺里的苏凤文老人
收到送来的慰问品后十分感动，表示：
“感谢党的关怀，给我送来过节的慰问
品，我心里感觉十分温暖。”

据悉，此次活动各共建单位共慰问困
难群众239户，赠送慰问品价值3万余元。

双进双认 筑梦直沽

本报讯（记者 戚帅）春节前夕，区
人社局慰问对口帮扶地区留津人员，为
他们送上新春祝福。

区人社局慰问了河东区帮扶宁县
农产品展销馆公司春节留津过年人
员，进行入户宣传并将“留岗红包”政
策明白纸以及其他宣传资料送到企业

与员工手中。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采
取电话问候方式向40余名对口帮扶
地区留津人员进行慰问，详细了解慰
问对象的生活、工作中面临的主要困
难及实际需求，并鼓励大家积极乐观
的战胜困难，该局将千方百计帮助留
津人员排忧解难。

慰问对口帮扶地区留津人员

本报讯（记者 潘莹）“街道社区居委
会对我们在生活上关照，今天给我们送来
了慰问品还有福字，虽然今年不回家过年
了，但依然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来自
河北省承德的租户刘景江说。

日前，由市红十字会、市老年基金会
主办，区红十字会承办以“红十字博爱送

万家——人道惠民生 博爱暖津城”为主
题的为留津过年人员集中慰问活动在上
杭路街道芳水河畔社区启动，为社区留
津过年人员发放了米面油、衣物和防疫
口罩等物资，加强对就地过年人员的生
活保障，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就
地过年人员的心坎上。

人道惠民生 博爱暖津城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在新春佳节
来临之际，富民路街道与“两新”组织天
津峰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来到天
鼎、天琴里社区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切
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让生活困难党
员过上一个幸福、欢乐、祥和的春节。

天津峰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到天鼎、天琴里社区，为生活困难党
员送来米面油等生活品。在交谈中

了解他们的家庭实际情况，鼓励他
们乐观的面对生活。当听到党员克
服困难，按时参加党组织活动，特别
是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老党
员积极响应社区党组织号召，主动承
担本楼栋消杀工作时，天津峰成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党员们纷纷表
示，大家都要向他们学习，身体力行
地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在各个领域做
出更大的贡献。

真情送温暖 帮扶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 通讯员 单
子霞）春节将至，春华街道新博园社区
工作人员与春华街派出所民警、新博园
物业人员组成慰问组开展慰问生活困
难老人活动，老人到居委会领取米面
油、福字等慰问品，把浓浓的新春祝福
带回家，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带回家。

活动中，慰问组详细了解老人的

身体、生活及困难情况和实际诉求
等，叮嘱老人照顾好身体。大家跟
老人说：“如果今后有困难可第一时
间向社区反映，社区一定会尽力帮助
大家。新博园社区党委就是居民的
管家，为群众遮风挡雨带去温暖。包
片民警就是这个家的守护人，保一
方平安。”

岁寒情深暖民心

本报讯（记者 李希）春节前夕，大
直沽街道总工会启动“留津过新年，工
会送礼包”春节慰问活动，鼓励倡导职
工尽量选择就地过节并为留守的职工
送上工会的关心和关爱。
“感谢街道的工作人员，为我们送

来这么多慰问品，我这心里暖融融
的。”老板电器服务公司副总经理王伟
说，“我来自吉林，在天津工作5年了，
今年响应国家的号召，留在天津过年。
我太太家就在河东区，正好今年陪她在

娘家过个团圆年。”
大直沽街道的工作人员先后来

到天津三建建筑有限公司、天津文华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万达文华酒店、天
津卫华老板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走访，
送去奶、油、米、面等慰问品。走访
中，工作人员倡导企业和工会加强防
疫宣传、加大慰问力度以及安全关爱
措施，让职工感受“第二故乡”的温
暖，确保他们在津度过一个欢乐祥和
的新年佳节。

留津过年 一样团圆

留津过年的环卫工人一起包饺子

快递员春节不休息 电力员工坚守岗位

菜市场商户春节留津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