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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和谐社区
河东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张氏八卦形意拳

融合发展创新 传承武术文化

张氏八卦形意拳展示
中国武术素以历史悠久、流派众多、
博大精深而著称。八卦掌与形意拳都是
中国传统武术当中的著名拳种。拳法万
殊，理为一贯。经后学传人天津名家张
占魁，将形意拳和八卦掌融为一体，
开创
了张氏八卦形意拳之始。
河东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张氏八卦形意拳，目前主要传承
人为 68 岁的天津武术名家张鸿骏，为

本报讯 日前，
河东区各街道举办形
式多样的庆祝端午节活动，
让社区居民近
距离体验有
“文化味儿”
的传统节日。
大直沽街道开展端午节系列活动。
神州花园社区开展
“神州飘粽香 党情暖
夕阳”
，
社区工作人员把提前准备的糯米、
粽叶、红枣、豆沙等包粽子的材料端到桌
子上，
党员群众围坐桌边，
大家欢聚一堂，
熟练的包起了粽子，
一只只粽子在大家手
里飞转，
一锅锅热气腾腾的粽子呈现在大
家眼前，大家一边吃着粽子，
一边聊着家
常，
社区党委不忘辖区中的
“四失五类”
人
群，将刚出锅的粽子包好，
亲自送到他们
的手中。蝶桥公寓社区居民围在一起动
手制作粽子香囊，
精致的香囊加上香囊里
的驱蚊艾草，深受居民朋友的喜爱，
浓浓
的节日气氛拉近了社区居民的心。萦东
社区开展了
“粽情端午，
温馨同乐”
包粽子
活动，
和居民们一起共庆端午节。大家围
在一起纷纷露出看家本领，一边包粽子
一边聊家常。靓锦名居社区的工作人员
与共建单位哈尔滨银行工作人员和居民
共同参与缝制香囊。大家将香囊缝成粽
子的形状，
装上抽绳和挂绳，
转眼之间，
一
个个做工精细的香囊就在大家灵巧双手
中完成了。汇贤里社区组织开展
“喜迎端
午—
‘粽’
情亲子”
活动，青少年和家长围
坐在一起，观看端午节来历的视频，视频
结束后展开互动环节，通过回答问题让
端午节这个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根植于
青少年的头脑之中。
鲁山道街道橙翠园社区开展
“粽情端
午 情暖社区”
端午节活动。社区工作人员
准备了糯米、
蜜枣、
粽叶等，
大家围在一起
包粽子。随后，
社区志愿者们一同提着热

于一炉，创张氏八卦形意拳。其间，
张氏
八卦形意拳不断衍化，融合了八卦掌的
灵活多变，形意拳的刚劲凶猛，
以及近代
战场格斗技能，成为了集古代传统武术、
传统文化思想、古代兵家思维为一体的
上乘拳法。张鸿骏边为记者演示边讲
解：
“ 形意拳、八卦掌均是中国传统武术
当中的著名拳种。形意拳打法多直行直
进，无花俏之招法，
长劲亦是最快。八卦
掌是一种以掌法变换和行步走转为主的
拳术。二者与太极拳齐名，同属三大内
家拳。
”
张鸿骏自幼喜好武术，他告诉记者：
“我开始就在花园里跟人学，
学着学着就
想往更精处学，后经寻访拜了赵道新、裘
稚和、马庸等人为师，
这些人都是张占魁
的徒弟。那时候跟师父学武术，可不仅
仅是练功夫、学招式，还学武术的渊源，
学武术的历史，也从中学做人。练武术
虽然挺苦、挺累，但我心里是高兴的，因
为特别想学。
”
张鸿骏的爱人孙秋春一直
挺支持爱人练武，但一直也没参与过，
“后来因为我身体不好，
他就带着我一起
练，发现我也能接受，
且身体越来越好。
”
张占魁的徒孙。张鸿骏自幼习练张氏
孙秋春说。此后，张鸿骏就因人而异的
八卦形意拳，习武 50 载，他曾任国家武
又创编了八卦形意的系列拳法，并且获
术散打队教练、天津军警格斗总教练、 得了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金奖和世界传
国际级裁判，2018 年获得国家武术段
统拳比赛的金牌。
位九段称号。
杨之凯从 2007 年开始学习张氏八
张鸿骏介绍，八卦形意拳的渊源可
卦形意拳，他表示，
他退休前一直是久坐
的工作，颈椎、腰椎都不好，退休前他就
追溯至汉朝，已有 2200 多年历史。在清
利用闲暇时间练习站桩。
“有节奏的肌体
朝中后期，张氏八卦形意拳创始人张占
魁在学练形意拳和八卦掌后，将两者熔
运动可增强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和

粽情端午 情暖社区

乎乎的粽子，
送往社区困难老人家里。云
丽园社区组织开展
“乡情粽香浓 社区一家
亲”
活动，
社区志愿者付慧珍向居民和学生
们讲解端午节的由来和风俗习惯，
让大家
了解端午节吃粽子、
挂香包、
系五彩线等习
俗的来历。大家一边品尝美味香粽，
一边
讨论端午节有趣风俗。丹荔园社区组织辖
区居民开展
“浓情端午·温馨共享”
活动。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
一起包粽子，
并将煮好的热乎乎的粽子给
在场的每位居民品尝。
二号桥街道靓东花园社区联合居家

养老健康服务联动型医养结合新模式公
益项目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我们的
节日—端午节主题活动，
并邀请到市健康
教育协会王虹翔老师为社区老年人带来
一场精彩绝伦的心理健康讲座。王老师
为社区老年人讲解了情绪、
情感和心理健
康知识，
提升老人心理健康水平。福天里
社区举办主题为
“均衡营养 合理膳食”
的
健康讲座。居委会工作人员利用多媒体、
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讲解了影响健康、
维护健康的因素，从营养与健康的标准，
到生活中如何均衡营养、合理膳食等内

消化系统的活动，自从我开始练武术，
觉
得筋骨强劲了不少，身心也舒畅了。”杨
之凯说。苑鹏夫虽然刚刚拜入张鸿骏门
下，但他从 1991 年就开始练习武术，他
笑着对记者说：
“师父现在所打的张氏八
卦形意拳，其实是将之前所学的各家武
学精髓融会创新而成，我希望通过我们
这些徒弟，可以将张氏八卦形意拳传得
更深、更广。”
“1996 年，我开始创编《张氏八卦形
意》系列丛书，
并且积极推进武术进校园
工作，走进了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体育学院等高校，传授张氏八卦形
意，促进全民健身。同时开展了张氏八
卦形意公益教学活动，让广大健身爱好
者了解、参与、认识张氏八卦形意。现
在，又利用新兴自媒体平台进行教学直
播，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张氏八卦形意的
锻炼以及全民健身活动中来，我希望咱
们国家的传统文化能一直传承下去。
”
张
鸿骏说。
记者 石晓钰 摄影 潘莹

容。宁月花园社区党委与共建单位天津
市河东区垃圾分类处理中心开展端午节
走访慰问活动。社区负责同志与共建单
位天津市河东区垃圾分类处理中心的工
作人员前往困难党员刘大爷和占大爷家
中，
为他们送上了端午节慰问礼品及诚挚
的节日祝福，
并将一袋袋香气扑鼻的爱心
粽子送到老人手中，
并送上节日的问候与
祝福，
让他们提前感受端午节日的温馨。
唐家口街道嘉华里社区举办体验传
统端午节习俗
“浓情端午品粽香”
活动，
楼
长王阿姨协助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
了江米、
粽叶、
馅料等物料，
一边为大家演
示包粽子手法，一边口述讲解，
让很多第
一次包粽子的新手大呼过瘾，一会功夫，
桌上就摆满了大家的
“作品”
。新开路社
区开展
“粽香飘端午 邻社心连心”
主题活
动。社区工作人员向大家介绍了端午节
的文化和种种民间习俗，
包含端午节的由
来，赛龙舟、吃粽子、挂艾草、插菖蒲等传
统习俗，同时，
跟大家分享关于端午节的
诗词。随后，大家开始一起动手包粽子。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一个个精巧可爱的粽
子新鲜出炉，大家还互相比赛看谁包的
好，谁包的快。最后，
活动在阵阵香气中
结束。活动结束后，
社区工作人员提着煮
熟的粽子分别送到社区独居老人、残疾
人、低保户、老党员家中，进行节日慰问，
送去社区的温暖与关怀。
大王庄街道积善里社区举办庆端午
联欢活动，
社区文化团队欢聚一堂载歌载
舞，表演了歌曲《把一切献给党》
《党啊亲
爱的妈妈》
《我爱你中国》、
诗朗诵《中国共
产党的伟大奇迹》等文艺节目，
共度中国
传统节日，
抒发爱党心声。

凡人善举 ● 榜样的力量
区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孙斌

十八年如一日 做信息化的“建筑师”

孙斌正在检查机房设备
从2003年到今天，
他见证了河东人
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从小机房到大网系、
从
单一办公到智慧法院的成长过程。入职
十八年如一日，
他立足本职、
攻坚克难、
勇
于创新、
担当奉献，
参与完成了河东人民
法院诉讼引导、
信访调解及自助服务三位
一体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等
设施和系统建设，
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
了诉讼的方便快捷。他先后被授予全国
法院先进个人、
天津市新长征突击手、
天
津市五一劳动奖章先进个人、
天津市法院
系统先进个人、
河东区政法系统十佳政法
干警、
河东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他就是区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孙斌。
作为一名信息化建设管理人员，孙
斌平时的工作琐碎，
多主题、
多任务穿插

进行，从信息化方案设计到项目建设实
施，从各类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到庭审会
议技术保障，从日常维保工作到信息化
专项任务，
工作涵盖了计算机网络、
软件
系统、
通信、
安全、
多媒体等多个领域。面
对日复一日繁杂多样的工作，孙斌始终
坚持不断总结经验、
勤奋摸索，
通过多看、
多听、多学增强自己的专业素养。工作
中强化效率意识，
明确工作目标，
分清轻
重缓急，提高自己工作的预见性和应对
水平。遇到问题时，
坚持钻研到底，
绝不
敷衍了事。
近年来，
随着法院案件数量的持续增
加，
案多人少的矛盾给审判工作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压力。传统的办案手段和管理
方法，
已经远不能适应审判工作需要。而

通过信息化手段强化审判执行工作，
对于
组织完成了院机房网络扩容改造、数字
不断改善法院司法形象，
增加人民群众满
化法庭、
智能诉讼服务大厅等 10 多个信
意度意义重大。2011 年，
河东区人民法
息化改造和建设任务。 2018年，
在推进
院新综合审判大楼建成，
楼内信息化建设
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中，孙斌从便
应用与配置工作以及原有计算机数据系
民利民、
优化诉讼服务功能出发，
积极组
统的迁移任务提上了日程。孙斌和同事
织完善相关技术方案，
合理规划功能区，
们一起加班加点，
对网络整体规划与配置
安装设置多台便民服务自助终端，实现
以及系统迁移的条件、
步骤、
应急措施等
文书自助生成、诉讼风险告知等多项便
做充分分析，
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民服务功能，
做到了一站式集约化服务，
提前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网络规划设计、
关
让当事人充分感受司法便民服务带来的
键网络和系统数据备份迁移等多个工作
便捷和温暖。
任务。2012年4月26日，
新审判楼正式
多年来，孙斌在平凡的岗位上以一
启用，
各项信息化设施运转正常。
流的业绩和无私的奉献，忠实践行服务
2020年1月，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本
人民群众、
服务审判执行、
服务司法管理
着
“让网络数据多跑路，
让当事人少碰面” 的重要使命。孙斌说：
“在很多人的印象
的原则，孙斌和同事们克服疫情防控期
里，法院就是搞审判，
其他工作都是
‘配
间人员紧张的问题，积极谋划远程庭审
角’
。而在我眼里，
法院工作不仅需要经
方案，
坚持
“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
仅用
验丰富的法官，同样离不开默默无闻的
2 天时间就完成了一间互联网法庭和七 ‘幕后英雄’
。我从未因身边人的沉浮而
间微信开庭的安装部署工作，确保了线
转移和分散注意力，以工匠精神勉励自
上庭审、视频会议等各项功能的正常运
己专注于信息化建设。18 年过去，
面对
行，
确保当事人不跑腿、
防传染，
将优质且
自己热爱的工作，我享受着那份辛劳后
灵活多样的司法服务送到当事人身边。
的充实与满足，更愿意用默默耕耘固守
随着信息化工作重心逐步向深化数
自己这份
‘踏实’
。我坚信成功源于对热
据应用转移，
基础数据在综合研判、
领导
爱的执着与坚守，
你坚持的东西，
总有一
决策等领域的应用不断增强，孙斌先后
天会反过来拥抱你。
”
记者 戚帅

绥远都统王延桢
直沽文苑
王廷桢字子铭(一作子明)，1876
年出生在天津大直沽。父亲是个木
工，
家境清贫。他刻苦勤学，
考入北洋
海军学校测量专业。1901 年转入北
洋武备学堂，
同年保送日本士官学校，
成为我国最早留日的军事学员。
1903 年，王廷桢毕业归国，任陆
军教习营教习，
不久任陆军第五镇骑
兵统带。后破格提入御林军(后改称禁
卫军)，
历任管带、
标统、
协统等。1909
年，
被委任为军事考察团专使，
参观法
国军事演习。1910年归国，
升任禁卫
军统领。辛亥革命后，
禁卫军改编为
冯国璋所属陆军第十六师，王任师
长 。 1913 年 7 月 ，署 天 津 镇 守 使 。
1914年1月，
任江苏省江宁镇守使、
长
江沿岸要塞司令。1917 年 9 月，
任长
江巡阅副使兼第十六师师长。1919
年 12 月，升任察哈尔都统，授陆军上
将衔。
1920年直皖战争后，
王廷桢的都
统及第十六师师长职务被免，
转任北
京政府大总统高级军事顾问，
并授将
军府桢威将军。王称病请辞，
回津闲
居日租界须磨街，
靠出租房产维持生
活。据记载，王回津后住须磨街 33
号，
即今陕西路 3 号楼房，
保存比较完
好，
现为居民大杂院。另据记载，
王在
日租界福岛街(今多伦道)裕德里也有
房产。
1923年，
王廷桢出任蒙古前卫镇
守使。1925年11月，
任吴佩孚的十四
省讨逆联军后勤总司令，
吴失败后王
再次去职回津。期间多次捐款兴办教

文杜鱼
育，
被聘为南开大学校董，
并被推为天
津留日士官学校同学会首任会长。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华
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王留日时
同学)三次往访，想请王廷械出面掌
管 伪 华 北 政 权 ，均 被 其 严 词 拒 绝 。
1937 年天津沦陷后，日人远山猛雄
( 溥 仪 的 老 师) 曾 劝 王 为 日 本 人 效
力。裕仁天皇的叔叔访华期间，
也专
门约见王廷械。为了躲避纠缠，
王以
治疗皮肤病为由，
住进法租界马大夫
医院(今口腔医院址)。不久全家躲
到英租界蔡成勋家暂避。日本人恼
羞成怒，强行查封了王在日租界寓所
及其他房产。
1938年左右，
王廷桢在法租界五
十三号路(今西宁道)买下一所独院小
楼，全家迁居于此。1940 年初，王去
亲友家赴宴时遭日本特务暗算，
3月6
日在天津逝世。
1937 年天津沦陷后，日本军部
派大矢信彦接办《庸报》，将其改造
成日本北支派遣军的机关报，并将
社址由法租界二十六号路(今滨江
道 外 文 书 店 址)，迁 到 日 租 界 须 磨
街 ，办 公 地 点 就 设 在 王 廷 桢 旧 宅 。
1944 年 4 月，日本人将《庸报》改组
为《天津华北新报》，改由汉奸掌管，
一直维持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据
老居民回忆，上海《申报》驻津机构
也曾在这里办公。今陕西路号，应
是王廷桢宅的附属建筑，曾用作庸
报社纸库，1949 年天津解放后由天
津日报社使用。

爱眼护眼“睛”
彩一生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6 月 6 日是
全国爱眼日，富民路街道雍景湾社区
家长学校开展了“爱眼护眼，
‘ 睛’彩一
生”
宣传教育活动，
普及科学用眼知识，
促使青少年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为家长和学
生发放了防控近视的手册与图书，向家
长宣传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的知识和方

法，指导和督促家长为青少年提供有利
于视力保护的学习环境，
提高青少年和
家长的视力健康自我保健水平。
一位参加活动的家长表示：
“ 通过
开展爱眼日宣传教育活动，
让我们更好
地帮助孩子树立爱眼、护眼意识，养成
自觉、主动的爱眼护眼行为习惯，从而
有效防控孩子近视发生。
”

奔跑吧 少年
本报讯（记者 潘莹 通讯员 唐文
鹏）日前，由天津市体育局竞训青少处
指导，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主办，河东区
第三幼儿园承办的天津市 2021 年“奔
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
启动仪式在河东区第三幼儿园举行。
活动现场，河东区第三幼儿园的小
朋友们通过旗操、儿童趣味田径运动会
等 10 个项目，充分展示“奔跑吧·少年”
现阶段成果和新时代运动健康、充满活
力的儿童青少年风貌。
据了解，
河东区作为天津市2021年
“奔跑吧·少年”
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
动分会场之一，在活动中突出
“新视觉”

和
“新少年”
的特点。活动统一规范使用
了体育总局制定的主题活动视觉形象系
统以及主题活动口号、
主题歌曲，
打造了
年轻化的主题健身圈；
旗操展示选用了
共产主义接班人及红星闪闪作为背景音
乐，
将红色文化与体育运动创新融合，
让
孩子们在体育运动中更好地感知红色文
化，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起推动少年体育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
下一步，河东区还将围绕
“奔跑吧·
少年”活动主题，举办丰富多彩的亲子
休闲系列体育活动，包括体育比赛、技
能展示、健身科普、体育文化教育等，
进
一步提高少年儿童的运动技能和水平。

除病媒 保健康
本报讯（记者 潘莹）日前，常州道
街道爱营里社区组织开展了“除病媒，
保健康”系列宣传活动，加大对“四害”
治理力度，形成人人参与四害治理，预
防病媒传播的氛围。
活动期间，社区志愿者为居民发放
除病媒，保健康宣传手册和宣传。在发
放中为居民讲解蚊蝇，老鼠蟑螂的滋生

给人类健康带来的危害，
指导居民如何
做好四害预防。此外，
社区还组织社区
青少年开展除病媒、保健康知识宣讲。
社区宣传员为未成年人详细讲解了蚊
蝇、蟑螂、老鼠的滋生地和生长习性以
及它们的危害性和防治措施，
引导青少
年从小养成讲究卫生的好习惯，
掌握科
学知识，促进健康成长。

讲卫生 防疾病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夏季是病媒
生物迅速繁殖、疾病传播高发的时段，
为有效遏制病媒生物孳生地的繁殖，保
障广大居民的身体健康，日前，由区爱
卫办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举办
的“夏季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宣传活动
在春华街道新博园社区开展，加深居民
对病媒生物危害性的了解。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发

放病媒生物防制宣传资料，解答了许
多居民提出的病媒生物防制问题，让
大家了解、掌握灭防知识和方法，从自
身做起，自觉投身行动中来。居民王
大爷说：
“ 今天现场学习了一些病媒生
物防治的基本知识和具体方法，回去
我会照着方法试一试，也会讲给邻居
们听听，现在天热了，蚊虫容易滋生，
可得注意卫生。”

垃圾分类进工地 环保意识入人心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日前，区住
建委携手中海城市广场三期项目开展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向建筑工人普及垃
圾分类知识。
项目现场，区住建委工作人员向建
筑工人、工地管理人员以及施工企业负
责人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单，向建筑工人
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知识以及垃圾分类
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进一步加深了大
家对垃圾分类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引导
工人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养成垃圾分类

习惯，确保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人抓，
有人管，有实效，严格遵循“四分类”的
原则，按照分类要求设置绿、灰、蓝、红
四色桶，实施分类投放。
下一步，区住建委将以建筑工地作
为突破口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充分利用
工人群体数量庞大、流动性大的特点，
全面提升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力度，实
现建筑工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管理，让垃圾分类的观念深入
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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