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铁 号线延伸工程8
线路长4.8公里，2025

年与 8 号线一期实现贯通
运营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随着三轴搅拌机的缓缓启动，天
津地铁8号线延伸工程正式开工建
设。昨天上午，在位于芥园西道和福
姜路交口的首开站点福姜路站建设现
场，数十名建设者正忙着进行工法桩
施工、建设场地临建等工作。

天津地铁8号线延伸工程（绿水公
园延伸至中北镇段）西起西青区中北镇，
东至南开区绿水公园，线路沿中北大道、
芥园西道、延安路及雅安道敷设，线路长
4.8公里，包含4站4区间，分别为中北镇
站、福姜路站、延安路站、雅安道站、中北
镇站—福姜路站区间、福姜路站—延安
路站区间、延安路站—雅安道站区间及
雅安道站—绿水公园站区间。线路在绿
水公园站与8号线一期工程衔接，建成
后与8号线一期工程实现贯通运营。
“中国铁建联合体中标天津地铁

8号线延伸工程，项目采用‘建设—运
营—移交’（BOT）的PPP运作方式。”
中铁建（天津）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总工办主任赵静介绍，8号线延
伸工程计划于2024年实现试运行，
2025年与8号线一期实现贯通运营。

作为8号线延伸工程的首开站点，
福姜路站车站主体沿芥园西道敷设，
为地下二层岛式站台车站。开工后主
要进行出入口围护结构、现场临时设
施、项目部驻地的建设工作。目前现
场有施工人员40余人，搅拌桩机、挖掘
机等大型设备13台（套），春节后还将
进一步增加施工人员及设备。

防疫方面，施工点位将采取全封闭
管理。所有人员进出施工现场必须严
格执行登记、测温、亮绿码等要求，无特
殊事项现场施工人员不得随意进出。
“春节后，返岗复工人员我们也将采取
点对点专车接送的方式，全程监控行动
轨迹，并对所有返岗人员进行核酸检
测，合格后才可以进场。”赵静说。

地铁8号线延伸工程与8号线一期
工程实现贯通运营后，将串联起西部新
城和中心城区，方便中北镇等城区西部
的居民快速到中心城区，有效改善沿线
居民出行，提升周边交通环境品质，实
现轨道设施与城市空间的充分融合。

“十四五”开新局 轨道交通谱新篇
市领导现场检查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及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2021年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也是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开局之
年。春节期间，我市3条轨道交通线开
工，广大建设者春节不下火线，以高昂斗
志、冲天干劲，确保一季度开门红。

2月11日上午，农历除夕，年味儿
渐浓。副市长孙文魁先后到津静线市域
（郊）铁路国际医学城站和地铁8号线延
长线福姜路站、11号线延长线文洁路
站，现场检查项目开工、安全生产及疫情
防控情况。他要求，各参建单位要扛起
加快轨道交通建设政治责任，加强质量
安全管控，确保线路早建成、早运营。相

关单位要落实工地疫情防控措施，关心
一线建设者生活需求，主动做好服务。

津静线是我市建设的首条市域（郊）
铁路，首开段长约13.2公里、3座车站，
南起团泊新城，北至精武镇，途经静海、
西青两个区，建成后将满足中心城区与
静海区快速出行需求。

地铁8号线延长线西起中北镇、东至
绿水公园，长约4.8公里、4座车站；11号
线延长线西起新一中心医院、东至水上公
园西路，长约3.8公里、3座车站。两线途
经西青区、南开区，以PPP模式建设，建成
后将密切中心城区往中北镇、新一中心医
院方向的联系，缓解周边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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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胡萌伟

这边，工人们正在做绿化带场地硬
化施工；那边，绑扎钢筋的工作也正如火
如荼，环顾场地四周，项目信息展板一应
俱全。昨天上午，在文洁路站，天津地铁
11号线延伸工程PPP项目正式开工。

天津地铁11号线延伸工程由中
国交建与轨道交通集团组建PPP项目
公司投资建设运营，合作期为24年，
其中建设期4年，运营期20年。预计
总投资为58.88亿元。

天津市地铁11号线延伸工程文
洁路站至水上公园西路站（不含）段，
西起保山西道一中心医院新址西侧，
东至水上公园西路站，全长 3.84 公
里，共设3座车站，分别为文洁路站、
澄江路站、一中心医院站，线路建成后
与地铁11号线一期工程贯通运营。

中国交建天津地铁11号线一期
工程项目总经理部总工程师刘刚介
绍，11号线延伸工程建设的重难点主
要有4个方面。一是管线迁改次数
多。根据管线迁改图纸及初步调查，
重要影响管线初步统计约12处，迁改
次数多达30余次。二是盾构下穿既
有运营地铁。澄江路站—一中心医院
站区间下穿地铁6号线盾构区间，盾
构区间外皮净距为6.1米。因此施工
过程中必须要有效降低地层扰动，确
保盾构安全、平稳快速通过既有线
路。三是津河改移。一中心医院站位
于津河内，在河道内开挖深度约27
米，施工需占用一半现有河道，既要保
证车站施工又要保证津河汛期排洪，
是制约本工程实施的关键因素。
“春节期间，作为延伸工程的首开

站点，文洁路站将组织70余名管理人
员和工人，20余套施工机械展开现场
施工，计划完成保山西道中间绿化带
场地硬化，为下一步交通导行提供前
提条件。”文洁路站施工方中交一公局
八公司项目生产副经理夏梦雷说。

刘刚表示，地铁11号线延伸工程
的建设可将沿线一中心医院新址、旧
址及居住区通过轨道交通有效衔接起
来，为沿线居民就医及医院间医务人
员通勤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条件。

大年三十，两地铁工程开建
全长3.84公里，设3座

车站,建成后与地铁11号线一
期工程贯通运营

昨天上午，天津地铁8号线延伸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福姜路站位于西青区
芥园西道与福姜路交口，是天津地铁8号线延伸工程的首开站，目前现场有施工
人员40余人，搅拌桩机、挖掘机等大型设备13台（套），春节期间将连续施工。

本报记者张磊摄

本报讯（记者韩雯）安全无小事，过
节不放松。为确保春节期间生产经营稳
定有序，确保能源和生活供应，满足群众
需求，连日来，市公安局内保总队和属地
公安分局深入相关单位走访检查，查找
安保工作薄弱环节，指导企业提升安保
工作水平。

在天津电力公司西青220KV变电
站、新开河水厂、大型商贸综合体诺德中
心、利达粮油集团某粮库，民警着重对单

位应急处置预案、夜间巡逻防控、门卫执
勤守护、视频安防监控、重要部位周界进
行了实地勘查，提示单位要切实提高安
全意识，加强单位内部治安管理，做好进
出人员身份登记，强化巡逻防控，确保春
节期间我市能源和物资供应安全。

督导检查期间，民警还随机对中石
化津同加油站散装油实名登记制度落
实、夜间加油站值守、应急处置方案，以
及防火防爆实际操作等进行了抽查。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
心获悉，2月10日18时至2月11日18时，
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
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7例，其中男性82
例，女性65例；治愈出院144例，病亡3例。
2月10日18时至2月11日18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00例
（中国籍178例、菲律宾籍8例、美国籍3
例、乌克兰籍3例、法国籍2例、委内瑞
拉籍2例、乌兹别克斯坦籍1例、俄罗斯

籍 1例、哈萨克斯坦籍 1例、波兰籍 1
例），治愈出院185例，在院15例（其中
轻型5例、普通型10例）。
2月10日18时至2月11日18时，

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累计140例
（境外输入135例），其中尚在医学观察
12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
107例、转为确诊病例21例。
截至2月11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

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0889人，
尚有28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严把“安全关”确保春节期间生产经营稳定有序

疫情快报

2月10日18时至2月11日18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 本报记者 孟若冰

这个除夕，“95后”小伙儿常泽林
又接到了他的“忘年交”——九旬老人
郝付刚的拜年祝福，老人特意嘱咐女
儿郝路云一定要跟小常说声“新年快
乐”，希望他来年一切都好。因为，在
老人心中，小常早已是他的“亲人”。

是什么因缘让他们结识？事情还
要从前年冬至那天说起。

2019 年 12月 22日，中午 12点
50分左右，外卖小伙儿常泽林依照
派单指示，骑着电动车到滨海新区大
港街重阳里社区送外卖。途中，忽然
看见前方二楼一户人家阳台窗户冒
着浓烟，迅猛的火苗正往外蹿，足有
1米多高。

见此情形，他立刻停下车拨打
119报警，然后跑向二楼敲门，试图
通知屋里的人。“当时怎么敲都没人

应，我想着不能再等了，得赶紧把火
扑灭。”常泽林说，还好不到100米的
地方就有一个灭火器，但从一楼的位
置无法直接喷到二楼的着火点，他便
顺着一楼窗户，沿着铁护栏，徒手爬
到二楼，将能够得着的着火物从护栏
缝隙拽出了一部分扔到地上，再接着
灭火。

几分钟的时间内，常泽林在二楼
与一楼之间爬上爬下10余次，陆续取
了4罐灭火器不停喷着着火点，不久，
消防队也赶到了，火势彻底被扑灭。

后来，当郝付刚老人的家人赶到
时，大家才知道，当时老人就在屋里，
正在睡午觉的他全然不知外面发生过
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幕。

郝路云告诉记者，当时小常救完
火就走了，她也是听邻居说才知道情
况，后来，还是通过119报警电话得到
小常的信息，那会儿才知道，小伙儿叫

常泽林，是美团外卖大港站的一名送餐
员，送餐途中发现了火情。

至今回忆起那天的情景，郝路云都
感激不已，“我给孩子打电话过去谢谢
他，他只是说着‘不用不用，就是举手之
劳，谁看到都会那么做的’，但没有他我
们家就完了，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我们
一辈子感激他！”

正是这样的见义勇为、救命之恩，让
老人一家与小常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
逢过年过节，一家人都会惦记着他。

2020年，小常先后荣获“天津市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第十七届“津城百姓
英雄”等荣誉称号，并入选8月至9月
“中国好人榜”，知道喜讯的郝老一家别
提多高兴了，“是感激，也是骄傲，他真是
值得赞扬的英雄！”郝路云说。

大年三十，阖家团圆，亲友间互道祝
福，是最幸福的时刻了。相信，于郝家是
如此，于小常也是如此……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大年三十，武清区黄花店镇八里桥
村困难户王克连家喜庆热闹起来了。三
间白墙红瓦的新房特漂亮，大门上贴上
了新春联，窗户上贴着大红吊钱儿，农家
小院里洋溢着过大年的幸福喜悦。

贴完春联吊钱儿后，全家为除夕团
圆饭忙活起来了，女儿王文静把土豆洗
干净，切丝，王克连把排骨洗好，放在锅
里炖，随后又把洗好的西红柿切块、打蛋
液，笑意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可谁能想到，这个家庭曾是村里的
一个特殊困难户，王克连本人因严重的
糖尿病并发症，一度只能卧床，根本不能
从事劳动；妻子智力障碍，生活几乎不能
自理；唯一的女儿在上学，缴纳学费生活
费遇到很大困难。面对这些像大山一样
压在身上的困难，王克连曾一度对生活
感到绝望。

忽如一夜春风来，结对帮扶困难村
驻村帮扶组来了，对全村困难户进行一
对一帮扶。

王克连指着新房子激动地说：“过去
我家住的是破旧老房，多年失修，房屋裂
缝，冬季冷风吹，夏天暴雨淋，但因没积
蓄，自己无力重建。没想到帮扶组发现
后，积极和当地政府筹措资金，给我们家
盖起了这座新房，屋里还安装了暖气、空
调，冬暖夏凉，很幸福！”

王文静接着说：“2019年，我考上了
大学，曾想不去上了，因为家里没钱，交不
起学费，正当我绝望之际，又是驻村帮扶
组组织爱心人士伸援手，筹集爱心款，给
我凑齐了所需的学费等，我特别感激！”

八里桥村负责人介绍，几年来，驻村
帮扶组倾情倾力扶困助困，在危房改造、
就医、上学等多方面帮助了很多困难家
庭。前几天，驻村帮扶组和当地政府部
门又给多户困难家庭送去了米面粮油等
生活必需品，让全村百姓都过个快乐幸
福年。

王克连说：“感谢党的结对帮扶好政
策。现在我身体也逐渐好起来了，可下
地干些家务活，住着这样好的新房子，有
党的好政策，生活有奔头了！”

是“亲人”，更是恩人！
九旬老人与“95后”小伙儿互道新春祝福

南开区鹤童养老院内大多数都是失能失
智老人，护理难度非比寻常。春节期间，来自
山西38岁的武文丽和同事一起，守护在老人
身边。图为除夕，武文丽为吕奶奶佩戴头花，
欢喜过年。 本报记者吴迪摄

大年三十，我市南营门街关爱退役军
人协会开展“春节慰问退役军人送温暖”最
后一站。协会代表来到南营门街一级伤残
军人顾伟力老人家中慰问，为老人送上节
日的祝福。 本报记者谷岳摄

感谢党的好政策

（上接第1版）来中国两年的穆罕说着不
太熟练的汉语，总是红着脸，别看身材魁
梧，却很羞涩。
“今年过年，我们一家三口本打算

回东北老家过年的，火车票都买好了，
但考虑到疫情因素，我和妻子决定响
应国家号召就地过年。知道穆罕自己
在天津，我们决定邀请他一起来我家
过年！”焦老师手里忙活着摘菜并乐呵
呵地说。
焦老师平日里就爱好厨艺，年夜饭更

是一点不马虎。“我们东北人爱吃的锅包

肉必须安排上，小鸡蘑菇粉昨晚也备好料
了，大鲤鱼一会也给它炖上，再炒上两个
青菜，拌个凉菜。六个菜，六六大顺！”
客厅里，小米拉着穆罕用毛笔写字，

不小心弄了一脸的墨水，逗得大家哈哈
大笑。伴随着电视里牛年春晚的欢声笑
语，热气腾腾的饺子也端上桌来，屋子里
鲜香四溢，其乐融融。焦老师、穆罕分别
与远在家乡的父母视频连线，共举杯送
祝福。穆罕的父母虽然听不懂，脸上一
直笑意连连，穆罕转达：“他们说，在老师
家里，很放心！在中国，很放心！”

（上接第1版）
“师傅，您尝尝津味儿素馅儿，咱这

儿过年都爱包这个馅儿。您觉得这味儿
怎么样？”志愿者把热乎乎的年夜饭送到
了刚下早班的环卫工人手中，邀请他们
趁热品尝天津特有的饺子馅儿。
刚来津工作不久的大学毕业生陈文

慧，今年不回唐山老家过年，一个人在租
住的房子里过年，“你们送来了这么多好
吃的，比我自己做得还丰盛。待会边吃边
跟家里视个频，让家人放心，我自己在这

过年也很温暖。”
在外卖送餐站点，坚守岗位的送餐

人员接过暖心年夜饭，感慨地说：“一年
到头都是我们给人家送餐，没想到今天
你们来给我们送餐。心里热乎乎的。”
“参与这次活动的志愿者都是通过线

上社会化招募的，他们来自全区各系统、各
单位，还有很多在校大学生。这些青年志
愿者还参与了各镇街社区卡口执勤、便民
服务等，为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线贡献了青
春力量。”北辰团区委书记许艳说。

（上接第1版）卢春明告诉记者，当时为了
“抢房”，所有人都上阵做基础保洁工作，
挨个房间收垃圾、擦拭喷过消毒液的护墙
板，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为了最大限度做好服务，津园宾馆
许多工作人员自从去年2月返岗后，就
再没有离开过酒店范围，就算休息也是
随时待命的状态，张丽就是其中之一。
老家在黑龙江的她，每年最期盼的就是
回家过年，与女儿团圆。“本来就不能天
天见面，过年再不回家，对孩子挺愧疚

的，但今年情况特殊，应该响应国家号召
就地过年，再说，我们酒店承担这么重要
的任务，我不能走啊！”提起女儿，张丽难
掩伤感，但简单说了两句，她便迅速调整
好情绪，继续盯着下午新一批境外航班
飞抵人员到达准备事宜。

因为门口立着“隔离区”的大牌子，
酒店四周难免显得有些冷清，但门头鲜
艳的大红灯笼已经高高挂起，一个个“新
年礼包”也已准备就绪，相信这些留观人
员依旧可以过一个暖心的“中国年”。

（上接第1版）通过租房过渡，去年，在西
青区文瑞家园为一家人安置了新家。“考
虑到我的腿脚不方便，还特意给我选在
了一楼。前两天好朋友来串门，都夸我
这新房漂亮。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以前
都不敢请人家来家里坐坐。现在跟以前
比，真是一天一地。”张元明说。
“爸，妈，都过去了，以后都是好日

子。”说这话时，张元明的小儿子端着热
气腾腾的饺子走出了厨房。“苦日子过去
了，但咱得学会感恩，没有党的好政策，
哪可能有咱们的新家。感谢党和政府时

刻想着咱老百姓；也谢谢拆迁干部们，真
的是一心一意为每一个拆迁户着想。”
晚上7时，年夜饭上了桌，一家人围

坐在一起，许下新春的愿望。
“祝愿弟弟大学毕业后能够找到一

份心仪的工作。”
“祝愿姐姐、姐夫家庭美满。”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家好了，咱

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祝愿我和你妈
妈身体健健康康，我们就等着享福了。”
碰杯之时，幸福的暖流早已流淌在

每一个人的心里。

隔离酒店：让留观人员过个暖心年

棚改居民：新家里许下新春新愿望

留学生：我在中国，家人放心

“红马甲”：清晨送出年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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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荧屏遥控器

■《明天，会更好》第
34、35集 夏天和小怜大
婚当天，两人正在外面迎
接宾客，却迟迟等不来格
尔。格尔将礼物转交给其
他同事，自己回医院以学
习观摩为名，向郝主任提
出当这台手术的助手。手
术一切顺利，郝湘宁夸奖
了格尔的能力，并且相信
格尔能够成功……

天视2套 18:25

■《向着胜利前进》第
41—45集 众人炸毁金不
换，撤上金不换后的山头，
拖住青木零一个晚上，但
众人心知，青木零再次冲
锋时，凭借张县支队剩余
的力量一定无法抵御。所
有人都做好了牺牲的准
备。天终于亮了，最后的
战斗开始了，战狼带领众
人使用地雷阻击敌人，一
波波的攻势强压上来，战
士们拼尽所有力气打退青
木零的冲锋……

天视3套 19:20
■《计中计》第 1 集

1939年，国民党军统上海
站成员毛珩生在上海住所
内被神秘人物离奇杀害，
所幸在牺牲前将手中的
情报毁掉。不久之后，潜
伏在大世界当模特的国
民党军统上海站负责人
杨秋霜也离奇牺牲。国
民党军统周冠玉处长得
知消息后心痛不已，感伤
于自己一手培养的优秀
特工离奇牺牲，更加疑惑
的是杨秋霜牺牲前留给自
己妹妹的遗物和唯一的遗
言“1103”这个数字到底
意味着什么？

天视3套 22:00

■《爱情珠宝》第24、
25集 方梓萱和宫宇灿双
方都已经发现自己爱上
了对方。虽然两家父母
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却令
两人的感情越来越稳
固。中间的徐水晶无疑
是最大的困扰。经过方
建伟大闹了宫家之后，方
建伟和沈竹清都为了方
梓萱的事深感自责，宫宏
达也想办法安慰方梓
萱。宫宇烨排除内心芥
蒂，真心想要为方梓妍达
成其设计师的梦想，不顾
自己的计划归还了应聘
资料署名条，为她争取进
入宏创公司工作的机
会。宋琪得知公司看中
的设计师作品出自方梓
妍之手后千方百计设法
阻挠，却以失败告终……

天视4套 21:10
■《今日开庭》不给

担保金，被告停止供货。
原告因此蒙受损失，双方
对簿公堂。是行业惯例，
还是霸王条款？原被告公
司的争议与纠纷，法官又
该如何一锤定音？

天视6套 18:00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明天，会

更好（34、35）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一路上

有你（13、14）19:20 剧
场：向着胜利前进（41—
45）计中计（1）

天视4套（105）
21:10 剧场：爱情珠

宝（24、25）
天视5套（106）
20:05 2020至2021

赛季全国女排联赛第二阶
段天津VS上海

天视6套（107）
19:20 法眼大律师

20:10 男人世界春节特别
节目21:00 我们同行21:
15 泊客中国

天津少儿（108）
21:42 多派玩儿动

画《探险日记》（44—52）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黄金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