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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打造内贸集装箱运输升级版“海上高速—FAST”

天津港推出内贸海运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万红）日前，
随着
“新惠州”
轮驶离天津港联盟国际
集装箱码头开往广州港南沙港区，
天津港推出的
“海上高速—FAST”
内贸海运新模式正式开启。相较于较传统的海运方式，
这一内贸海
运新模式时效性更强、
物流运转更高效，
为我国南北海运物流大通道
建设注入新动能，
深度服务
“大循环”
“双循环”
提速增效。
“此次天津港集团联合广大内贸集装箱航运企业共同推出的
这一新模式，可说是此前内贸集装箱运输‘两港一航’精品航线的
升级版。
”
天津港股份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任伟介绍，
“我们将港口
码头、海上船舶、陆上物流等各环节全部打通，实现全流程协同联
动。一方面把服务延伸至‘门到门’；另一方面重新定制了各环节
服务标准，比如港口方面会提供直靠、专业泊位，船公司会安排更
大型的船舶、提升航行速度等。这样一来，各环节效率都会进一步
提升，服务也更加精准。”
任伟告诉记者，
目前，
这一新模式已覆盖了天津港全部50余条内
贸集装箱航线，
不仅会为内贸客户提供全新的海上运输服务体验，
还
将进一步提高天津港内贸集装箱航运通道大容量、
高密度的物流能
力，
提升国内贸易物流运输效率，
促进大宗商品快速流通和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
安通控股股份公司副总裁李河彬很看好这一新模式的发展前
景：
“新模式实现点对点直航，比如，
以往部分到南方的航线得挂靠
中转，自然会多用些时间。这次
‘升级’
后，像天津到泉州、厦门、汕
头等地的航线都会是直航，交货期平均能缩短2到3天，效率提升
的同时物流成本也会降低，这是多赢的，也为未来推动
‘两港一航’
船舶大型化、
‘天天班’
运营打好基础。”

光影魔幻大秀闪耀意风区

疫苗科普地铁专列昨发车

——— 本报记者帮您提前了解意风区灯光秀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摄影 吴迪
随着夕阳映出婀娜多姿的晚霞，穿过
熙攘喧嚣的城市，随着设计师的指引，记
者走进河北区意大利风情区。美轮美奂
的楼体光影、三位一体的广场灯光特效、
超大面积的空中悬浮灯、曼妙灵动的水色
光影……一组组炫彩灯光秀仿佛将人带
入梦幻世界，绚烂多姿的意风区光影胜景
与海河两岸的夜景灯光交相辉映，一幅幅
璀璨的风情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五一”假期临近，河北区意大利风情

本 报 讯（记 者 廖 晨 霞 通 讯 员 石 乔
王爽星）领取通关文牒打卡、欣赏百年戏
楼系列演出、走访袜子胡同文化市集……
记者从古文化街景区获悉，为丰富假日
旅游产品，
“ 五 一 ”假 期 ，古 文 化 街 景 区
策 划 推 出“ 寻 古 问 津 ”文 化 之 旅 系 列 活
动 ，吸 引 市 民 、游 客 来 天 津 古 文 化 街 打
卡游览。
文化之旅系列活动分为“寻古问津”

一周天气

冷空气频繁影响
气温还会波动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乍暖还寒的一周
刚刚过去，
本周是
“五一”
前的最后一周，
不过
预计本周冷空气依然频繁，
气温还有波动。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未来一
周，还将会有频繁冷空气影响我市，给津城
带来大风天气。其中，
26日下午到傍晚，
在
冷涡底部低槽影响下，
我市将出现弱降雨，
需关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现的可
能。27日到30日，
由于位于冷涡底部，
津城
将出现持续大风天气，
阵风可达7到8级，
或
出现扬沙，
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1℃到24℃上
下。周末，
天气以晴为主，
比较适宜出行。
气象专家表示，未来几日大风天气频
繁，市民外出需远离高大广告牌等物体，注
意安全防范。

“大自然的小食堂”
线上线下同步开展

区提升改造工作即将完工，假期首日将在
市民游客面前重装亮相。
“整体街区的夜景
灯光亮化工程是此次提升改造的重点之
一，一直在调试中，
今天是第一次全面试运
行。”项目设计师苏頔介绍说，
“ 不同类型
灯光的合理布局和相互衬托，让街区内的
道路、建筑，
甚至角角落落营造出一种与以
往不同的新景象，让到此的游人感受多重
滤镜下的意风区，尽显夜晚的繁华与独特
魅力。
”
马可波罗广场是意风区核心区域，
以和
平女神雕塑为中心的地面上，
星罗棋布地镶

嵌了 1667 个拇指粗细的小地灯，暖色调为
主体的光源在夜间全部打开后，
广场地面瞬
时被点亮，
再配合悬挂在空中的大面积悬浮
灯、雕塑投影灯以及墙面上的洗墙灯等光
源，形成动态渐变的光影效果，
可感受到星
空漫游般的体验乐趣。
“抬手可摘星辰，
举目如临星空”
，
在自
由道步行街上，超大面积的空中悬浮灯将
整条道路覆盖，点点繁星汇聚成璀璨银河，
置身其中犹如遨游太空，开启了一段浪漫
的星空之旅。
另一处点睛的设计在天津市规划展览

古文化街开启“文化之旅”
通关文牒打卡、百年戏楼系列演出、袜子
胡同文化市集等三个部分。南开区古文
化街管理委员会负责人韩铮介绍，
“五
一”假期，景区在以往精品旅游线路的基
础上，设计推出一批旅游新业态新玩法，
比如“寻古问津”通关文牒打卡活动，游

客可以直接到古文化街现场领取通关文
牒，也可以通过抖音线上预约，到指定点
位领取，并根据文牒指引，自助开启文化
之旅，打卡集章，换领纪念品。参与活动
的 10 家非遗、老字号商户也出台专享优
惠措施。

馆前，水柱伴随着或激昂或舒缓的音乐，像
灵动的舞者编织出种种美妙的水幕图案，
现
场吸引许多孩子走入水幕，
在灯光的配合下
一起玩耍互动。一对来自辽宁省抚顺市的
母子，
正在水色光影灯光秀前拍摄互动的小
视频，
“回去我会把手机中拍摄意风区酷炫
的夜景照片和视频拿给亲戚朋友欣赏，
希望
有机会和他们一起组团到此吃西餐，
看夜色
美景。
”
母亲韩文静说。除此之外，
意风区的
不同区域还新增了地板钢琴、烟泡树、梦境
云朵等多个投影互动和观赏体验装置，
以此
来让更多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和美好回忆。

根据以往节假日旅游统计数据显示，
民俗非遗类旅游产品备受青睐。
“届时，我
们将在百年戏楼推出每日三场的曲艺演
出，既有相声、快板、现代京剧，也有脱口
秀、汉服秀、古筝合奏、舞蹈等。同时，
新打
造的袜子胡同文化市集汇集了天津卫的非
遗文化商品、民俗文化商品、文玩杂项、传
统吃食，都将为市民游客假期增添新乐
趣。
”韩铮说。

“让天津茱莉亚更好地融入这座城市”
天津茱莉亚学院举行首次开放 100%上座率的音乐会
■ 本报记者 万红
拉着妈妈的手，经过测温和健康码查
验，宋岩修小朋友兴冲冲地跑进天津茱莉
亚学院，满心欢喜地期待着即将开始的音
乐会。
“孩子正在学钢琴和小提琴，听说学
院开放了公演，特意要来感受学习。”孩子
妈妈李女士告诉记者。
昨天下午，天津茱莉亚管弦乐团在指
挥家陈琳的带领下，举行了一场面向公众
免费开放的音乐会，这也是今年天津茱莉
亚首次开放 100%上座率的音乐会。海
顿、舒伯特、拉威尔，一首首悠扬的乐曲响
起，现场观众不禁深深沉醉。
室内乐表演专业学生严墨竹是这场音
乐会的乐队首席。入学半年首次成为首席
的她很是兴奋：
“能在乐队中演奏并担任首
席是一段非常珍贵的经历，同学们非常珍
惜每一次演出机会，我们希望能做到最好，
为观众带来一场难忘的音乐会，成为古典
音乐与观众间的桥梁。
”
“创办之初，
我们的愿景就是根植于中
国，希望将学院打造成中国与亚洲音乐教

育的推动者、京津冀地区艺术与文化生活的
新中心、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新平台。”天津茱
莉亚学院执行理事兼首席执行官卜怡明
（Alexander Brose）说：
“学院公开音乐会的
启动，是我们服务本地市民，
推动滨海新区乃
至整个京津冀地区大众文化艺术生活发展的
第一步。
”
记者了解到，自去年秋季天津茱莉亚学
院新校园正式启用以来，学院已举办了多场
内部音乐会。上个月起，部分音乐会在满足
自身教学、观摩和研讨需求外，
开始正式通过

自媒体渠道发布公开信息并开放部分门票预
约。截至此次音乐会已举办了四场，共有
720 名观众通过预约观看了演出，受到了不
少市民及爱乐者的青睐。本场演出共有 260
名观众通过预约前来，其中仅通过微信公众
号一个渠道开放预约的 120 张门票，就在信
息发布后 10 分钟内被预约一空。
面对市民的热情，天津茱莉亚学院演出
事务总监沈逸文介绍，接下来天津茱莉亚还
将举办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公开音乐会，包括
学院教师的独奏音乐会、学生室内乐组合的
室内乐音乐会、天津茱莉亚管弦乐团的交响
音乐会等，学院也将迎来一些特邀艺术家参
与表演。
“作为小提琴家也是表演者，
再次看到坐
满观众的音乐厅，我是非常感动的，
真的是久
违了！”
天津茱莉亚学院艺术总监兼学术院长
何为告诉记者。
卜怡明也透露：
“我们正计划在合适的时
机走进社区、走进学校，
让这座校园成为打造
区域文化生活的‘基地’，让天津茱莉亚更好
地融入滨海新区，融入这座城市。”
天津茱莉亚学院供图

专家带小学生观鸟爱鸟

本报讯（记者 徐杨 摄影 王倩）4 月 25 日是第 35 个全国儿童
预防接种日，我市地铁一号线以
“疫苗，
守护健康的一生之礼”
为主
题的科普专列于昨日正式发车。接下来的一个月，该专列将搭载
着丰富生动的疫苗知识，为市民带来预防接种科普服务。

河西区 移动接种车提供便捷服务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为进一步提高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覆盖率，
满足各类人群接种需求，
河西区启用新冠疫苗移动接种车。日前，
首
辆移动接种车开进银河广场，
为周边市民提供安全便捷的接种服务。
这辆移动接种车停放在银河广场天津大剧院前空地上，
现场搭
建了帐篷，
设置了登记区、留观区，
接种人员持身份证依次完成预检
登记、车内疫苗接种、车外留观。记者在现场看到，
移动接种车外形
与常见的大巴车相似，全长 12 米。车内设置了冷链区、接种区、应
急处置区，
接种人员实行上下通道分离。车内配有空调、消毒、通风
设备等，
为接种人员提供安全、舒适的接种环境。据了解，
该移动接
种车不仅可以突破固定接种点的位置限制，
尽可能满足不同场所人
群的接种需求，
还可实现数字化接种管理、监管部门远程监管，
确保
接种信息全程追溯。

疫情快报
4 月 24 日 18 时至 4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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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
4月24日18时至4
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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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4日18时至4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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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例（中国籍212例、菲律
宾籍8例、美国籍4例、乌克兰籍3例、法国籍2例、委内瑞拉籍2例、波
兰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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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陶宛籍1例），
治愈出院228例，
在院9例（其中轻型2例、
普通型7例）。
4月24日18时至4月25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累
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98例（境外输入193例），尚在医学观察8例
（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62例、转为确诊病例28例。
截至4月25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
者12441人，尚有216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热爱劳动 勤于劳动 善于劳动”



—— 天津市中小学劳动技能大赛决赛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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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雯婧 摄影 谷岳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 摄影 通讯员 金
睿）
“呀！我看到了！”
“你听我学的鸟叫像
不像？”4 月 24 日上午，天津滨海新区洒金
坨插网铺的海滩上，孩子们难掩兴奋的低
语声和远处鸟儿的鸣叫声交相辉映，让谷
雨过后的海滨显得生机盎然。来自滨海新
区静安里社区的 8 个家庭在生态摄影师、
鸟类保护专家王建民带领下，观察鸟、了解
鸟，近距离感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
是天津肯德基有限公司和天津市妇女儿童
发展基金会组织的一次观鸟活动。
据悉，在大自然这一生动的课堂中，
肯
德基系列公众科普活动
“大自然的小食堂”
正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届时，
将带动更多
人一起关注生态、共建自然自在的生活。

有力有序组织实施好新冠疫苗接种

10分钟能做什么？4月24日，
在天津市
中小学劳动技能大赛决赛的赛场上，
来自全
市16个区的600余名参赛学生在10分钟内交
出了这样的答卷：
有人包出了成堆的粽子，
有
人捏出了一大盘饺子，
有人通过焊接点亮了
LED 灯，
有人用缝纫机缝出了漂亮的抱枕，
还
有人起垄做畦、
平整土地、
翻地施肥……
今年3月，
由市教育两委主办，
和平区教
育局承办，
天津农学院协办的天津市中小学劳
动技能大赛正式开赛。大赛分为初赛（校级比
赛）、
复赛（区级比赛）和市级决赛。决赛在天津
市第二南开学校和天津农学院举办。在过
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全市1300余所学校的
近百万名中小学生参与到劳动技能的比拼中，
一大批技能高的小选手在各种各样的劳动岗
位上创造了骄人战绩，
全市校园掀起了
“热爱
劳动、
勤于劳动、
善于劳动”
的热潮。
这是全市开展劳动教育丰硕成果的集
中展示舞台，也是各区劳动教育成果与经

还看团队的配合。不过孩子们只要像上课一
样正常发挥就没问题……”在场外等候的指
导老师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紧张的程
度甚至超过了场内的参赛学生。
据了解，本届大赛的比赛项目不仅有包
书皮、整理行李、洗手绢、冷菜拼盘、擦玻璃这
样的基本生活技能，还有木模工艺、金工工艺
等技术技能，以及起垄做畦、施用底肥、平整
土地、移苗定植等农业技能。
“生活需要学生具备什么劳动技能，
就比什
么；
学生缺乏什么劳动技能，
就赛什么。比赛是
‘短板’
的
验的交流平台，处处充满着对劳动教育未来
 学生劳动技能的展示台，
  也是一面发现
  
  
发展的思考。
让我们看清
‘不足’
，
找到未来的发展方
u 镜子，
v


 
在决赛当天上午的比拼中，
代表和平区出
”
市教育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向。

  
“大赛对我市中小学开展新时代劳动教
战的岳阳道小学学生用10分钟包出了45个饺

    
子，
不仅赢得了现场热烈的掌声，
也引得坐在大
育必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广大中小
  b
学生积极参加劳动具有鼓舞力量，对于全社
赛评委席上的天津市烹饪大师张亚杰连连称

   b
赞，
“确实没想到孩子们能这么厉害。
”
会特别是学生家长重视劳动教育也将产生积



在高中组金工工艺劳动技能的比拼中，
同样是在 10 分钟里，参赛学生需完成锤头、
锤柄的加工和组装。
“这个项目不仅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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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有力的价值导向作用。
”
教育部劳动教育指
EEEEEEE   
导专委会委员、市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
长马开剑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