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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引领开学第一课

本报讯（通讯员 魏铭珺 陈凌程 刘
健）今年春节期间，区内外来务工人员积
极响应号召，就地过年。北辰区多种形
式关爱活动让就地过年人员感受到家一
般的温暖。

社区志愿服务过别样春节

27岁的魏玮来自山东，研究生毕业
后留津工作，租住在果园新村街果园里
社区。这个春节，魏玮响应号召，放弃回
家和父母亲人团聚，留津过年。春节期
间，她在双发温泉花园小区出入口为进
出居民测量体温，为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贡献自己的力量。“社区是个大家庭，为
了让我们就地过年人员过好春节，组织、
推出了多项暖心服务。我也参与志愿服
务为社区作出自己的贡献，让留津过年
更有意义。”魏玮说道。
“除夕是和同样留津过年的朋友一

起过的。大家一起包‘津味儿素’饺子，
感受津味儿年俗。”春节前，魏玮所在社
区的工作人员组织居民和外地留津人员
通过线上方式举办了一场年夜饭大赛，
让留津过年人员安心、放心，感受到归属
感、依靠感以及温馨的春节氛围。居民
们积极参与，纷纷上传传统“津味儿”菜
肴制作方法到比赛页面。魏玮在这当中
看到了“津味儿素”馅的饺子，非常感兴
趣，立即去菜市场买来豆芽、豆干、香菜
等原料，开心尝试。

让环卫工人有家的感觉

大年初二中午，区环卫系统党群服

务中心里不时传出阵阵欢笑。环卫工
人王金花和几位工友正在这里的户外
劳动者服务站吃午饭，服务站特意为大
家准备了面条和饺子。大家围坐在桌
前，边吃边聊着工作中发生的趣事。48
岁的王金花来自黑龙江，在津从事环卫
工作已经12年，丈夫和女儿也都在天
津工作。今年春节，和家里人商量后，
她选择留在天津过年。“作业间隙来这
里休息会儿，能喝上热水、吃上热饭，有
家的感觉。”王金花吃着热气腾腾的饺
子高兴地说。

服务站虽然只有十几平方米，但桌

椅、冰箱、微波炉、饮水机、空调应有尽
有，还有为户外劳动者准备的小药箱，里
面有常用药、创可贴、电子血压计等。为
了鼓励大家留津过年，区环卫部门给每
一位环卫工人精心准备了米、面、油、牛
奶等春节大礼包。“留在天津过年心里
暖，这里有家的感觉。”王金花说道。

菜店老板的第二故乡

春节期间，普东街普康里社区相关
负责同志带领网格员走访慰问辖区沿
街商户，检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并送上新春祝福。春节期间，商户正常
营业不关门，满足周边小区居民需求，
让居民随时都能买到菜，买到肉，欢欢
喜喜过大年。

今年46岁的尤新生在十年前带着
妻儿从老家山东来到天津，在普康里小
区附近经营一家蔬菜店。春节期间夫妻
俩依旧忙碌，营业时段手头的活儿一直
没停下来，有顾客的时候，给顾客拿菜、
称重；没有顾客的时候，卸货、择菜、分
拣。来天津多年，尤新生练就了一口地
道的天津话，他一边招呼顾客，一边称
重、装袋，动作一气呵成。附近的很多街
坊邻居他都很熟悉，他已经把这里当做
第二故乡。

厨师的餐厅“小家”

今年30岁的麦志强来自广东，是区
内一家餐厅的厨师。20岁时，麦志强离
开老家辗转各地打工，一年前来到天
津。“这里的人都很热情，留在天津过年
很开心。”麦志强说。

春节期间，餐厅生意红火，后厨里
厨师们都异常忙碌。和麦志强一样就
地过年的厨师不在少数，大家相处融
洽，吃住在一起。今年和同事一起过
年，麦志强把家人寄来的广式腊肠、腊
鸭分给大家，还专门做老家正宗的鱼面
等传统美食请大家品尝。餐厅就是个
“小家”，和兄弟们在一起过年就像和家
人一起过年一样热闹。为了减轻大家
的思乡之苦，餐厅特意在除夕夜打烊后
让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饭，还给每
个人发了红包。

本报讯（通讯员 王海泉）2月 22
日，北辰区各中小学校新学期开学。各
学校纷纷以“心理健康教育”为主题，结
合各自学校实际情况及学生年龄特点，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
课”活动，帮助学生尽快适应校园生活，
调解压力，融入新学期。

南仓中学以“百年风华正青春，五育
并举谱新篇”为主题上好开学第一课。
各班班主任将伟大的抗疫精神、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与心理辅导教育相融合融合，通过抗
疫英雄、边防英雄的故事，激发学生将个
人融入集体，将小我融入大我，与祖国同
呼吸共命运，与时代共前进共发展，以更

加开阔的胸怀迎接新学期，昂扬向上开
始新生活。

华辰学校把开学第一课的舞台交
给学生，鼓励学生发现最好的自己，展
示多彩的假期生活。开学第一课各年
级主题一致，但形式有别，小学生以讲
故事形式介绍自己的假期生活，初中生
利用视频等载体介绍假期精彩生活，高
中生则将对后续求学生涯规划的思考
融入假期生活讲解。通过这种方式鼓
励学生勇敢展示自己，唤醒自信，拥有
良好心理状态。

宜兴埠第一小学以“播种希望，尽
享阳光”为主题进行开学第一课。学
校外地学生较多，寒假期间大家响应

“留津过年”号召，大多数学生这个春
节都没有回老家。为了更多的传递对
学生们的关爱，疏导假期中积压的负
面情绪，开学第一课通过“寻找‘阳
光’”、学会“求助”、“放飞好心情”系列
活动，引导学生回忆假期生活，感受
“在津过年”特殊意义，启发学生内心
的积极情绪。

做好学生心理健康疏导工作是今年
春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之一。区
教育局全方位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建立
关怀机制，并要求各学校后续召开一次
家长会，上一节心理团辅课，建立学生心
理状况台账，多措并举做牢做实学生心
理健康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叶明明）民政工
作关乎民生、连着民心。为进一步做
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区民政局
积极履行基本民生保障职能，加大对
困难群众的关心关怀，多措并举全力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春节期间，区民政局组织各镇街
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发放春节一次性补贴和过
节费，惠及困难群众8102人，发放资
金1229.75万元。

与此同时，区民政部门积极畅
通救助渠道，加大社会救助热线、救
助微信扫码宣传力度，提高救助政
策知晓度，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
救助，提高救助时效性。依托临时
救助备用金，对急难型救助对象启

动绿色通道，24小时内予以救助。
实施临时救助 900 人次，发放临时
资金292.89万元。

民政干部还通过电话、微信、视
频、上门走访及“早看窗帘、晚看灯”
“敲敲门、拍拍窗”邻里探访等形式，关
心辖区内救助家庭，尤其是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低保重残人员身心健康，关
爱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实现特
殊困难群众关心关爱全覆盖。

下一步，区民政局将持续关注
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老弱
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充分发挥兜
底保障作用，全面落实低保、特困保
障制度，进一步完善临时救助制度，
切实提升北辰困难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 徐志祥 通讯员 魏
铭珺）每逢春节，果园新村街都会举办
时尚达人秀以及新村晚会，党员干部
和社区群众欢聚一堂，共庆新年，这样
的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现在已
经成为街域内家喻户晓的文化品
牌 。但今年受疫情影响，人人喜爱的
新村春晚还能不能办？成了社区百姓
最关心的事儿。记者了解到，今年果
园新村街第九届时尚达人秀暨新村春
晚会以线上播出的形式，如期与大家
见面。

2021年新村春晚的活动主题为
“红心唱响新时代 昂首阔步新征
程”。在节目录制过程中，来自街道各
社区的演员们根据节目顺序，分时段
到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措施，并
且积极主动参与配合各项工作。今年
是梦飞扬舞蹈队参加的第九届新村春
晚，她们带来的节目《扇舞春秋》安排
在第二个录制，化妆间内队员之间相
互帮助，梳妆打扮一丝不苟，台下抓紧
时间热身，登台便神采飞扬。舞蹈队
队员告诉记者，第九次登上这个舞台

仍然十分激动，为了能保证节目效果，
大伙排练的时候没少下功夫。参演群
众吴伯莲说：“希望通过节目表演给大
家带来美好新春祝愿。”

晨之恋太极队带来的《太极功夫
扇》表演，是第一年参加时尚达人秀。
不管是服装的细节，还是每一个挥扇
动作，大家都希望展示出自己最好的
状态。“虽然台下没有观众，但是我们
的队员精神饱满，一丝不苟表演每一
个动作，能够圆满完成节目表演活跃
大家的文化生活，我们内心都热别激
动。”参演群众刘学荣说。

虽然没有台下观众的加油助威，
但这丝毫不影响大伙儿的热情。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本届春晚共有合唱、民
乐、朗诵、旗袍秀等十余个节目参与录
制，整个录制时间大约持续20个小
时。之后摄影师将会对素材精心剪
辑，在春节期间通过“云端”播放形式
与观众见面，尽最大可能把整台晚会
原汁原味的呈现给每一位居民群众，
让百姓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精神“大
餐”，欢度春节。

本报讯（通讯员 魏铭珺）春节期
间，家住果园里社区的93岁抗美援朝
老兵申万年，收到了社区送来的新春
祝福。讲起曾经战火纷飞的年代，老
人坚定地说，“党员和军人身份，是我
一生的骄傲。”

93岁的申万年老人，于1950年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岁入伍，同年
10月19日，作为第一批中国人民志
愿军赴朝鲜出国作战；1951年4月从
朝鲜回国，在朝鲜战争五大战役中，参
加了四个战役，并荣获战时三等功，平
时三等功多项荣誉。

春节假期，果园新村街果园里社

区工作人员来到申万年家中，为老人
送去慰问品和新春祝福，倾听申爷爷
讲述战争岁月。时光荏苒，曾经踌躇
满志的小战士，如今已过耄耋之年，
岁月带走了他的芳华，却没有带走他
的军人情结和以身许党、报国报党的
信念。2020年，防疫期间，申万年嘱
咐自己的儿子代为上交特殊党费
10000元。

作为一名老党员，申万年仍坚持
定时做学习笔记，定时向党组织写思
想汇报，听党课，学党史，并将对党的
热爱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他常告诫子
女：要不忘初心，克己奉公，勤勉奉献。

本报讯（记者 徐志祥 王巍 通讯
员 卢薇帆 乔欣）牛年春节，区总工会
推出“三个一”即开展一次温暖慰问、
送一次“年夜饭”、提供一批节日普惠
服务，让留津过年的职工群众感受“家
里人”的温暖。与此同时，积极倡导区
内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暖心举措，
用实际行动让留津员工过一个安心
年、幸福年。

春节期间，记者走访天津伟星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时，在企业餐饮部看
到员工们正一起准备过年的各种面
食。员工们围坐一起、分工协作，揉面
的、压花的、包枣馒头的、做小刺猬
的，现场其乐融融。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企业员工积
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留津过年。“企
业就是大家庭，同事就是亲人，这个春
节大家一起过，不孤单。”伟星新材财
务部员工徐登宇说。平时没机会进后
厨他，此刻正跟着身边的同事学做面

点，平时没有和同事一起参与、共同做
饭的机会，他十分兴奋，“我们好多同
事响应号召就地过年，这面点做好了
统一给大家送到家里，给大家送上新
春祝福。”徐登宇开心说道。

不多时，热腾腾的花样馒头便出
锅。冷却、装箱，运送到职工宿舍，发
放到员工的手中。雷钢强来自湖南，
一家三口今年选择留在天津过年，看
到同事送来的馒头，家人高兴得合不
拢嘴，家中小孩看着小刺猬状的馒头，
满是欣喜。

据天津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王静波介绍，为让 100 多
名留津过年的员工及其家属感受到
家的温暖与温馨，丰富大家的精神
文化生活。春节期间，企业组织开
展一系列文化活动，包括球类比赛、
插花培训、美食制作等，并为员工发
放假日津贴，让就地过年过出暖心
年味儿。

果园里社区慰问抗美援朝老兵

感受“家里人”的温暖就地过年不孤单

区民政部门发放补贴

生活困难群众收到春节“红包”

果园新村街举办2021年线上春晚

春节期间少聚集线上文娱不打烊

近期，“冷烟花”悄然兴起，备
受热捧，但大众对“冷烟花”的认
知存在诸多误区，往往忽视其背
后暗藏着的诸多安全隐患。关于
“冷烟花”的这些常识，你不能不
知道。

一、什么是“冷烟花”？
“冷烟花”又称“冷光烟花”，

是烟花爆竹中的一种，由于燃放
时，火焰（火花）喷出后，温度迅速
降低，其中距喷射口20cm处，温
度降至约 80℃，距喷射口 50cm
处，温度降至约 40℃，所以俗称
“冷烟花”。

二、常见“冷烟花”有哪些？
仙女棒、手持电光花、生日烟

火、舞台喷泉冷烟花
三、“冷烟花”属于易燃易爆危

险品，存在的隐患有哪些？
1. 燃放时，喷射口处的温度

高达 700-800℃，仍然可以灼伤
人体；

2.燃放时可以引燃周边可燃物
并引发火灾；

3.运输过程中如果不合规，也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四、如何安全使用“冷烟花”？
1.“冷烟花”作为烟花爆竹，其

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基本属性并
未改变。生产、经营、储存、燃放冷
光烟花时，要严格遵守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的各项规定，生产、经营、运
输时也必须取得相应的烟花爆竹安
全许可。

2.一定要使用合格的产品；
3.不能在室内以及任何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场所燃放；
4. 千万不能对着易燃物和人

燃放。
（区应急管理局供稿）

17.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过程中需要
注意些什么？

在疫苗接种过程中，受种者应注意
并配合做好以下事项：

接种前，应提前了解新冠疾病、新冠
病毒疫苗相关知识及接种流程。

接种时，需携带相关证件（身份证、
护照等），并根据当地防控要求，做好个
人防护，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询
问，如实提供本人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
等信息。

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保持接种
局部皮肤的清洁，避免用手搔抓接种部
位；如发生疑似不良反应，报告接种单
位，需要时及时就医。

18.为什么接种完疫苗后要留观半
个小时？

接种疫苗后，可能有极少数人会出
现急性过敏反应、晕厥等情况。严重危
及生命安全的急性过敏反应多在接种后
30分钟内发生。如发生急性过敏反应，
可以在现场及时采取救治措施。晕厥也
大多出现在接种后半小时内，如接种后

立即离开留观现场，可能会因晕厥给受
种者造成意外伤害。因此，受种者在接
种疫苗后需要在接种单位指定区域留观
半小时。

19.新冠病毒疫苗在人体内是如何
发挥作用的？

接种疫苗后，人体会产生保护性抗
体，有的疫苗还会让人体产生细胞免疫，
形成相应的免疫记忆。这样，人体就有
了对抗疾病的免疫力。一旦有新冠病毒
侵入人体，疫苗产生的抗体、细胞免疫释
放的细胞因子就能识别、中和或杀灭病
毒，而免疫记忆也很快调动免疫系统发
挥作用，让病毒无法在体内持续增殖，从
而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20.接种疫苗后，多久才能产生抵抗
新冠病毒的抗体？

根据前期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临床试
验研究，接种第二剂次灭活疫苗大约两周

后，接种人群可以产生较好的免疫效果。
21.新冠病毒发生变异后，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还有作用吗？
病毒是最简单的生物之一，它的增

殖要依靠活的细胞。在增殖过程中，病
毒会发生变异。从全球对新冠病毒变
异的监测情况看，目前尚无证据证明病
毒变异会使现有的新冠病毒疫苗失
效。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各国研究机
构、疫苗生产企业等都在密切关注新冠
病毒变异情况，也在开展相关研究，这
将为后续疫苗的研发及应用提供预警
和科学分析依据。

22.普通老百姓如果有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意愿，是否可以报名接种？

我国目前接种的策略是按照“两步
走”方案，第一步是重点人群的接种。第
二步，随着疫苗获批上市，疫苗产量的逐
步提高，将会有更多的疫苗投入使用。

通过有序开展接种，符合条件的公众都
能实现“应接尽接”，逐步在人群当中构
筑起人群的免疫屏障，控制新冠肺炎在
国内的流行。

23.没有列入重点人群，尚未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的人，需要采取何种防护措
施？

我国目前接种的策略是按照“两步
走”方案，第一步是重点人群的接种，第
二步是其他人群的接种。在新冠疫情防
控过程中，我国已经实行的非疫苗防控
措施都是非常有效的。对公众来说，虽
然可能暂时没有接种疫苗，但仍有很多
有效的防控手段，比如戴口罩、保持社交
距离、勤洗手、通风等。

（区卫健委供稿）

“冷烟花”
也是易燃易爆危险品
不可随意燃放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问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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