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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 有把金钥匙
种出红彤彤的好日子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摄影 刘玉祥 通讯员 田雨宸

除草、施肥、浇水，烈日当空，天气
炎热，但宁河区种植大户郭玉军黑红
的脸上却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今年我家种了60亩辣椒，比去

年增加了10亩，因为种辣椒越来越赚
钱了，最重要的是,再也不怕炭疽病
了。”郭玉军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笑着
说，“我们种辣椒现在有了‘双保险’：
驻村帮扶组和市、区两级农技人员护
航，啥时出现问题，他们啥时都会帮我
们，种辣椒彻底放心啦！”
郭玉军所在的宁河区板桥镇杨

花庄村是一个困难村，村民们全靠种

辣椒过日子，但2016年辣椒却得了“癌
症”——炭疽病，叶枯果烂，几近绝收，
辛苦了一年白干了。之后，村民们谈椒
色变，没人再敢种了，虽然其收入远高
于种普通大田作物。郭玉军家也只种
了棉花和其他大田作物，家庭收入大幅
减少。
郭玉军说，2017年7月，宁河区税

务局结对帮扶杨花庄村，驻村帮扶组负
责人王树增在入户走访中了解到，村民
期盼能帮忙防治炭疽病，恢复辣椒种
植。随后，王树增立即带人到宁河区蔬
菜技术推广站取经，并聘请技术员讲解
预防措施；又带领帮扶组聘请了天津市
农科院植保所专家来村举办培训班，详
细讲解防治炭疽病的综合应对措施。辣

椒“癌症”终于被攻克了，全村辣椒种植
面积迅速增加到了700多亩，村民笑逐
颜开。
2018年，全村辣椒获得大丰收，满

眼望去红彤彤的，特别喜人，每亩销售收
入超过了6000元。郭玉军家2018年种
了30多亩辣椒，当年就卖了18万多元，
全家人心里乐开了花。2020年又扩种
到了50亩，销售收入30多万元。
“去年，我用种辣椒赚的钱当首付，

给儿子在城区芦台镇买了一套商品房，
这要在过去根本不敢想，因为手里没钱，
真的没想到能靠种辣椒赚大钱，我们打
心眼儿里感谢党的惠农好政策，感谢市
委、市政府结对帮扶困难村的好举措!”
郭玉军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摄影 谷岳

“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常在
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
递……”6月25日，河西区德贤幼儿
园举行大班毕业会。在现场，看着6
岁半的女儿小晴依穿着漂亮的裙子，
站在舞台上用稚嫩的歌声表达着对老
师、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时，台下，小晴
依的妈妈邓杉激动不已。她拿起手
机，想记录下这个温馨的画面，看到手
机屏保使用的正是三年前，女儿入园
时一家三口在幼儿园门前拍下的照
片，“时间真快，孩子刚入园的情景好
像就在昨天，现在她都要毕业了，特别
舍不得。”邓杉说。

2018年，邓杉一家三口搬到了德贤
公馆七贤北里。“买房的时候就看到了楼
下正在建设的德贤幼儿园。当时就想
着，以后要是孩子能在这里上幼儿园多
好。”同年11月，占地4232.8平方米的
德贤幼儿园开园。小晴依正式成为这里
的一名新生。“选择这家幼儿园的初衷是
离家近，但是当孩子入园后，我们发现孩
子实在太幸运了。”邓杉说。“她的点滴变
化我们都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把孩子
交到这样的幼儿园，我们一百个放心。
没有了后顾之忧，每天工作都充满了干
劲儿。”

时光在幸福中流淌……小晴依的点
滴变化都印在了邓杉的脑海里，而德贤
幼儿园的每一点进步，也都刻在了园长

李松的心上。特别是幼儿园开办三年
来，师资队伍综合素质不断提升。作为
河西区第八幼儿园办园集团下属幼儿
园，借助集团品牌效应和辐射作用，德贤
幼儿园通过“各岗人员交流轮岗、跨园师
徒帮带共同体、组建名师智能团”等形
式，挖掘集团人才资源，助力各岗人员快
速成长。“同时，我们与集团课程共享、专
业共享。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幼儿终身发
展奠基。”李松说。

今年 9月，小晴依将要成为一名
小学生。“准备上哪所小学？”面对记
者的问题，邓杉笑着回答说：“就是幼
儿园隔壁的‘德贤小学’啊。家门口
就有这么好的教育资源，我们真是太
幸福了！”

棚改户的幸福新家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摄影 谷岳

饺子包起来，小曲儿唱起来……
6月21日中午11时，记者再次来到
红桥区棚改居民张元明的新家——
西青区文瑞家园。推门进屋时，张
大嫂正在厨房里开心地剁着饺子
馅，穿着红色上衣的张元明则在客
厅中一边擦拭着盆栽的叶子，一边
跟着电视中的红歌会轻轻哼唱
着。这一刻，来自菜板的砰砰声与
张元明的歌声，“合奏”出了这个家
幸福生活的美妙旋律。“我上午刚
从银行回来，这个月又涨了退休
金。回来的路上特意买了饺子皮，
中午包饺子。说实话，刚住进来时
总觉得像做梦，现在就觉得生活越

来越有奔头，这日子啊，比蜜还甜
呢。”张大嫂笑着说。

张元明曾经的家，在红桥区铃铛阁
街戏园子胡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老
屋内。“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洞”是这个
家真实的写照。在这个下雨天屋里的水
能没到小腿肚的家里，张元明一家四口
一住就是30多年。其间，张元明患上了
严重的类风湿，失去了劳动能力，也让这
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雪上加霜。得益于
我市实施的市区棚户区改造三年行动计
划，张元明一家搬出了老房，去年在文瑞
家园安了家。考虑到张元明的腿脚不方
便，红桥区还特意帮他选了一楼的房
子。看着整洁的小区和漂亮的新房，张
大嫂乐得合不拢嘴，“现在跟以前比，真
是一天一地。”

房子变大了，心也变得更加敞
亮。现如今，“热心肠”的张元明已经
成为了整栋楼的“灵魂人物”。虽然腿
脚不便，但是每天，他总是把楼道打扫
得干干净净。因为家住一楼，距离小
区公共垃圾箱相对较近，他还当起了
垃圾分类的义务宣传员。夏天到了，
他和张大嫂在院门口支起了小桌子，
泡上了茶水，邻居们走累了，就会来这
坐一会儿；谁家有了烦心事，也都喜欢
来这跟老张聊一聊。
最让张元明夫妻得意的还是家里的

孩子。就在不久前，儿子张利鹏获得了
国家奖学金。“孩子有出息，我们是打心
眼里高兴。现在就想着把自己的身体养
好，多享受享受国家给咱带来的好日
子！”张元明说。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文并摄

红上衣，挎相机，聊起演出笑眯
眯。在天津各个剧场，常能见到一位
阳光爱笑的“红衣阿姨”。她就是酷爱
文艺的胡金燕。
“进剧场看演出、跟演员面对面”

是胡阿姨从小到大的梦想。不过，这
演出票可不便宜，特别是名家名剧，几
百元乃至上千元，胡阿姨可舍不得。
除了吃穿用度，文化消费她也得精打
细算。
2015年，一张专门用来看演出的

小卡片——全国首创“变补贴院团为
直接补贴市民”的“天津文化惠民卡”
诞生。办卡就有补贴，买票还有折扣，
有的演出票只需花费十几元或者几十

元。老百姓都说：“真便宜！”文惠卡一下
子在观众中“火”了。
真金白银的实惠，让努力追梦的胡

阿姨喜出望外。自打有了文惠卡，她文
化账单上的项目多了，自己花的钱反而
少了。比如三四百元的票，拿文惠卡
买，实际才花一百多元。手握文惠卡，
以前那些票价太贵的演出都有底气看
了。最近，胡阿姨的观演档期又是满满
当当：看话剧《牛天赐》，到小剧场听相
声，欣赏钢琴音乐会，再看话剧《上甘
岭》。文惠卡演出的相关活动，她也场
场参加。在演员见面会、艺术分享会
上，她与主创互动频频，还自学摄影，用
相机留下美好瞬间。
进剧场看演出，从望而却步，到

迈开大步，胡阿姨成了文惠卡的忠实

“粉丝”。她在微信朋友圈里每天都
要晒一晒自己的文化生活。她这样
乐此不疲地参加文化活动，孩子第一
个举手赞成。因为常看演出，老妈的
火爆脾气不见了，连邻居都拿胡阿姨
打趣：“往日里你们家就听你一个人
可劲儿说话，现在变了个样儿，平心
静气好沟通了。”文惠卡成了家庭和
睦的润滑剂。
胡阿姨使用文惠卡 6年，收获满

满。她自豪地跟大家晒起了“宝贝”：各
类演出票根1423张。每拿出一张，她
都能讲出一段故事。胡阿姨视它们为
珍宝，这也是对文惠卡的一份深情告
白：感谢你来到我的生命中，带来了温
暖和欢乐，感谢你留给我那么多美好的
回忆……

家门口有了艺术大学

名牌幼儿园就在小区里

文惠卡的“粉丝”阿姨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有句话叫‘幸福来敲门’，健身、文化
娱乐在家门口都能实现，这日子过得有滋
有味儿。”津南区双新街昆香苑社区的温鸿
霞和记者聊了起来。

作为社区里的“热心人”和“文艺骨
干”，温大姐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自
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变化。

“以前，都是街坊邻居自发形成的
舞蹈队、歌唱队，水平很有限，自打建
起了‘融艺学院’，大伙儿有了跟专
业老师学习的机会，多次参加区、

市组织的演出，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温大
姐说。
“融艺学院”是双新街2020年打造的

重点文化项目，将“成人教育”与“社区治
理”相结合，通过丰富多彩的课程活动，为
居民提供高品质的教学内容，打造社区体
系化美育课程。
“‘融艺学院’是老百姓家门口的艺术

大学，吸引了来自南开大学、天津财经大
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名校的名师志愿者，开
设了国画、书法、声乐、朗诵、舞蹈、服装表
演等课程，社区居民免费参加，学员有150
人。”温大姐说。

“我们都是学院派！”外出演出时，温大
姐总是这样自豪地说。“融艺学院”不仅让
她学到了专业的知识，更为她的退休生活
增添了新的色彩。

双新街只是一个缩影，据介绍，目前，
津南区的8个镇全部建成了设置合理、功
能齐全、免费对群众开放的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

每到早晨和傍晚，津南体育公园内，踢
毽子、玩滑板、散步健身的人随处可见。

因为离家很近，温大姐和老伴儿经常
会到这里健身遛弯儿。

凉亭长椅、健康步道。占地7.2万平

方米，绿化面积达到70%的公园，不仅划
分了休闲游艺区，还有7处运动场地，可服
务周边6个小区、2万户居民。

近年来，津南区全面推进各镇街、社区
的体育健身设施建设，“15分钟健身圈”初
步形成。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孟庆龙介
绍说，全区现建有343个健身园、1个多功
能运动场、1个笼式足球场，共有体育场地
1050个，面积为270.10万平方米，人均场
地面积为3平方米。同时，为丰富百姓的
精神文化生活，区里每年都举办不少于30
项的健身活动，让百姓在运动中享受生活，
在欢笑中强身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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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区种植大户郭玉军

后顾无忧的邓杉一家

酷爱文艺的市民胡金燕

津南区双新街昆香苑社区温鸿霞

红桥区棚改居民张元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