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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科学世界

风雨同舟50余载情比金坚
退休携手志愿服务发挥余热

——记集贤里街“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夫妇周建国、徐世兰

许建萍，女，北仓镇金凤里居民，
天津市合成纤维厂退休职工，北辰区
文联骨干文学作者，《北斗星》杂志副
主编，第二届北辰区道德模范。

2005年许建萍的爱人因病去世，
2006年继父高树森因帕金森病症明
显加剧，常常是白天清醒，到了夜里就
神志不清，身体僵硬，不能动弹。上了
年纪的人夜里喝水多、小便频繁，许建
萍服侍继父睡不了囫囵觉，随叫随起，
没有一丝怨言。当时许建萍的儿子在
外地上大学，继父住院、看病等等所有
事情都是许建萍一个人在承担。

2008年 8月末的一个黎明，继
父在许建萍的守护下安详离世。继
父去世后，许建萍的母亲精神状态很
差，医院确诊为老年抑郁症，时而清
醒，时而糊涂，许建萍每天要从心理
上安抚母亲，生活起居上事事想得周
全，以免母亲发生意外。

2011年春节前，许建萍的小姑子
突然病逝，八十多岁的公婆成了孤寡
老人，无人照顾。料理完小姑子的丧
事，许建萍又接过了照顾公婆的重担。

2014年 9月，许建萍的母亲摔
伤，股骨颈骨折，在医院住院治疗。
虽然老母亲经过手术后可以行走，但
由于患有老年抑郁症，经过这次住院
手术后，母亲精神方面的障碍更加严
重，每天晚上睡前喊闹，难以控制。

许建萍在母亲喊闹时，耐心守在
母亲身边。母亲无法控制自己的行
动，总是不停地躺下又起来，闹着要
到外面去，这样反反复复不停，许建
萍担心母亲行动会有危险，一步不离
跟在身边，直到母亲闹得身体疲乏

了，睡了，许建萍才能喘口气休息。
多年来，面对一个又一个打击和

意外，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许建萍
没有退却，因为她深知自己的责任，
对亲人要有担当，对工作更不能懈
怠。十几年来，许建萍在照顾老人的
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她与编剧韩飞合
作的第二部红色主题长篇小说《战
歌》即将出版，同时用两年时间主笔
撰写了《北辰区志·文联志》。

人的价值不能用秤来称，也不能
用尺量，只要凭着良心做人做事，自
然有人评、有人定。许建萍就是这样
的人。她多年来致力于为北辰区文
化事业，长期担任《北斗星》副主编，
积极参加北辰文联的各种写作项目，
撰写《文联志》，并积极参加社区的公
益活动，多次在社区参与扶贫捐款。

孝老爱亲典范——许建萍

（上接第21版）深度宣传报道北辰的历
史文脉、红色资源、发展成就和美好前
景，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中展示北辰良
好的对外形象。要持续绷紧疫情防控
这个弦，把“外防输入”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严格落实“点对点”接送、集中隔
离等全流程管理，做好北辰区邀请来华

人员的闭环管控，稳步推进外籍人士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

会上，庞镭传达学习市委外事工作
委员会会议精神。与会同志审议了《区
委外事工作委员会成员调整名单》《北
辰区2020年外事工作总结》《北辰区
2021年外事工作要点》。

全力推进北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上接第21版）通过理论解读、案例分
享等方式，就如何防范网上舆情风险、
处置网络舆情、提升管网治网水平进行
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讲解。

会议指出，要深刻理解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
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的重要论述，始
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
国的重要思想作为重中之重。从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提升对互联网
规律的把握能力，更加主动学网、懂网、
用网，做好网络舆论工作，为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使互联网这
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各级理论学习中心组要带头组织学习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不断

增强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
创造性、系统性、实效性，切实增强各级
领导干部管网、治网、用网能力本领，全
面提升网信工作质量水平。

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各级
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进一步贯彻落实重大决策
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机制，时刻绷紧网络
意识形态斗争这根弦，切实形成齐抓共
管的整体合力，及时化解网络意识形态
风险，确保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
全。要发挥好互联网在倾听人民呼声、
汇聚人民智慧方面的作用，提高通过互
联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
务群众的本领，努力为全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

（上接第21版）
国家级北辰产城融合示范区初具

规模，已经形成“三横三纵”的路网框架
和“一廊一带、两镇四园”的总体格局，
初步成为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
居、交通便利的城市综合功能区。示范
区内聚集了40多个高端产业项目和首
都资源项目，总投资达350亿元。

持续疏通城中村改造、示范镇建设痛
点难点。城中村建设实现13个村拆迁
“清零”，完成拆迁259.43万平方米，还迁
202.63万平方米。双街等示范镇建设加
速推进，44个村拆迁基本“清零”，完成拆
迁683.84万平方米、还迁170万平方米。

群众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北辰区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着
力做好低收入群体帮扶工作，全区4814
户低保、低收入家庭实现应保尽保。近
年来新建5家养老院和10个老年日间
照料中心，新增141个老人家食堂和18
个放心早餐专供点，养老服务体系不断
完善。实施老旧小区和远年住房三年
改造工程，完成138个片区、474万平方

米改造任务，受益居民6万多户。
北辰区还在补齐医疗教育资源短

板上下功夫。创新镇村卫生服务一体
化管理模式，在全市率先实现村级医疗
卫生机构医保联网刷卡全覆盖，家庭医
生签约25.6万人。完成53所义务教育
学校现代化达标工程，2017年以来新建
幼儿园和中小学34所，新增学位1.83
万个，建成北辰光华外国语学校，引进
天津师大教育集团等优质教育资源，组
建华辰、实验、普育3个教育集团。

两年内，北辰区新建提升15个菜
市场和农贸市场，高标准建设一批公共
厕所，完成了14条主次干道的新建和
提升，打造81个无违章社区。

今后，北辰区将坚定不移地把坚持党
的领导作为抓好各项工作的根本前提，把
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进事业的根本保证，
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不
动摇，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创造性，
推动产业向高端转型、城郊向都市转型，
努力建设繁荣富裕、文明和谐、宜居美丽
的新北辰，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区
的目标不断迈进。

记者 吴肖肖

强党建促发展增活力努力建设宜居美丽新北辰

“因为共同的理想信念，我们走到了
一起。携手走过50多年，没有比这更珍
贵的经历了。”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集贤
里街“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夫妇周建
国、徐世兰一起度过第53个七夕节。年

轻时，他们在各自的岗位创先争优；退休
后，他们发挥余热，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
务，携手演绎“最美夕阳红”。

共同的信念让我们走到一起

上世纪60年代，周建国和徐世兰经
介绍相识。见面后，俩人问彼此的第一
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们俩
当时的想法一样，都希望找的另一半是
共产党员，这样大家的信仰一样，就会有
共同语言，生活上可以一起努力，一起进
步。”徐世兰笑着说。

2021年，周建国和徐世兰分别已有
54年和55年的党龄。回忆入党时的情
景，夫妻俩依然很兴奋。

徐世兰是武清杨村人，18岁便当上
了村里的妇女队长。1965年5月，不到
20岁的她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之前听党员来村里宣讲时候，我就很向
往，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党员。”向党
组织表达了渴望入党的心情后，徐世兰
工工整整地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任劳
肯干，她成了村里第一批入党的年轻
人。同样是1965年，周建国应征入伍，

成为了一名战士。因为思想要求进步，
1966年周建国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1967年被转为正式党员。

共产党员是荣誉也是责任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真的是太荣
幸的事情了。”与所有党员一样，“共产
党员”这个身份，在周建国和徐世兰的
眼中尤为珍贵，他们深深知道，入党并
不是一个目标，而是实现人生价值的
开始。

年轻时，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创先争
优，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
在老两口家中，有一个袋子被小心翼翼地
收藏着，里面放着一本本红彤彤的证书。
徐世兰觉得，这是党组织对他们任劳任
怨、服务群众的最好鼓励，是多年来努力
工作、践行党员职责的见证。

退休后，周建国和徐世兰又加入了
社区志愿者团队，绿化清洁、疫情防控、
党史宣讲……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
们的身影。在夫妇二人居住的小区里，
有许多高大粗壮的树木，周建国说，这
些都是徐世兰牵头栽种的，“她们5个

女同志，早晨4点就起来干活，一直到
晚上，特别辛苦。她们还帮着居委会挨
家挨户收清洁费，大家谁家里有什么需
要帮忙的，也找她们。”疫情期间，他们
更是展现了党员本色，按照排班，在小
区门口和年轻人一起轮流站岗，从没有
请假或缺席。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周
建国加入志愿宣讲队伍，为社区居民讲
红色故事，激励大家传承和发扬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坚守初心继续发挥余热

在集贤里街举行的“光荣在党50
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周建国和徐世
兰佩戴上了属于自己的“光荣在党50
年”纪念章。戴着沉甸甸的纪念章，摸
着上面的的镰刀和锤头，夫妻俩把身板
挺得直直的，合了一张影。“获得这个纪
念章，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荣誉，同时也
是一份责任。”周建国话语中透着坚
定。“我们现在虽然老了，但还能继续发
挥余热，以后为群众们更多地服务，更
好地服务！”徐世兰说。

通讯员 袁巍

本报讯（通讯员 张毅）“阿姨的
手搭在叔叔手上，头再靠近一点，对，
保持微笑……”镜头前，陈世忠紧紧
拉着老伴王姚姚的手。伴随着清脆
的快门声，夫妻二人的幸福笑脸瞬间
定格。

8月12日上午，佳荣里街佳欣里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十分热闹，
社区工作人员请来专业化妆和摄影
团队，为社区老年夫妻补拍婚纱照。

“社区这个七夕礼物真是想到了
我们心坎里。”陈大爷笑着说，他和老
伴王姚姚结婚50多年，以前因为条件
限制，一直没有拍摄婚纱照。听说社
区免费给老年夫妻补拍婚纱照，他们
赶紧报了名，想弥补这些年的遗憾。
在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的帮助下，二人
化妆、试衣。夫妻俩看着与往日不同
的另一半，表情羞涩又甜蜜。拍摄现
场，摄影师耐心地与老人沟通，用镜头

记录半个世纪的爱情。
据了解，活动当天社区共为近二

十对老夫妻补拍了婚纱照。现场老人
们还彼此分享人生感悟、交流相处之
道。“社区在积极弘扬敬老爱老传统，
为老人圆‘婚纱梦’的同时，也希望年
轻居民感受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式的浪漫和深情，引导更多居民参与
到文明家庭建设中。”佳欣里社区党总
支书记高兆堃说。

小晴是一名大学生，某日和同学一
起乘坐高铁去外地旅游。上车后，她和
同学找到了各自的座位。两人座位号相
连，中间隔着过道。邻座的同学放好行
李坐下后，小晴发现一名中年妇女已经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了。

小晴站在座位旁，俯身客气地跟对方
说：“这是我的座位，麻烦让一下。”中年妇
女丝毫没有要从座位上起来的意思，坐着
对小晴说:“长途车不按号入座。”小晴听
到这句话后愣了一下，心想以前遇到无座
票的乘客坐在自己座位上，只要上前说明
情况后，对方都会让出座位。

小晴与中年妇女再次沟通，但对方
仍然没有起身。见此情形，小晴只好去
找列车长帮忙。列车长来到中年妇女旁
边，与其交涉了十几分钟，最终中年妇女
把座位还给了小晴。

案例分析：
民法典第八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
班次和座位号乘坐。旅客无票乘坐、超
程乘坐或者持不符合减价条件的优惠客
票乘坐的，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
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承
运人可以拒绝运输。这一规定的目的是
为了维护正常的运输、出行秩序和保障
守法乘客的权益，从立法层面对“霸座”
行为亮起红牌。乘客与铁路公司之间通
过购票订立了客运合同。“对号入座”属

于履行合同义务，霸座者不按约定乘坐，
即违反了合同约定，铁路公司可以违约
起诉霸座者。此外，霸座者霸占他人座
位也是一种侵权行为，具体侵犯的是被
霸座者的使用权，被霸座者也可以起诉
霸座者侵权。

本案中，霸座的中年妇女不但侵犯
了小晴合法的、正当的乘车就坐特定座
位的民事权利，也违反了与铁路公司之
间的合同约定。霸座中年妇女如不让
座，铁路公司可以起诉其违约，小晴也可
以起诉其侵权。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八百一十四条 客运合同自承运

人向旅客出具客票时成立，但是当事人
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第八百一十五条 旅客应当按照有
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
坐。旅客无票乘坐、超程乘坐、越级乘坐
或者持不符合减价条件的优惠客票乘坐
的，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
加收票款；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承运人可
以拒绝运输。

实名制客运合同的旅客丢失客票
的，可以请求承运人挂失补办，承运人不
得再次收取票款和其他不合理费用。

（区司法局供稿）

四、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本市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怎么计算？

参保人员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
入本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入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参加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不合并计
算或折算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
年限。

五、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入本市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怎么计算？

参保人员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入
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入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中。参加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为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不足1年的
部分，按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1年计算。

六、连续工龄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
年限的关系是什么？

用人单位依法参加养老保险制度
前，职工按照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
龄，可视同企业和职工缴费年限，与实
际缴费年限合并作为计算基本养老金
的依据。

七、已经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城乡
居民跨省市迁移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

已经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
人员，领取待遇期间户籍跨省市迁移的，
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储
存额不转移，仍由户籍迁出地按规定继
续发放养老保险待遇。

（区人社局供稿）

我们平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门的
时候，不难发现在公交车、地铁或高铁的
车窗玻璃上都安装有安全锤。那么小小
的安全锤是如何轻易地将车窗玻璃整块
击碎的呢？

要探究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
搞清楚玻璃的一种特殊属性——脆
性。脆性是指当外力达到一定限度
时，材料发生毫无先兆的破坏，且破坏
时无明显塑性变形的性质。玻璃作为
典型脆性材料，当负载超过其极限强
度时，便会立即破裂。（作为一种典型
的脆性材料，当玻璃的某一个局部区
域由于损伤而出现裂纹时，这些裂纹
便会迅速地向外扩展，从而造成整个
玻璃的破碎。）

公交车一般都使用钢化玻璃，与
普通玻璃相比，这种玻璃碎裂后会形
成细碎颗粒而非尖锐碎片，大大保证
了驾驶员及乘客的安全。当使用公交
车的安全锤对玻璃成90°垂直发力、
击打玻璃四个角落或靠近角落的位置
时，钢化玻璃就会出现裂缝。这是因
为垂直击打使安全锤与玻璃接触面积
最小，同样的力所产生的压强更大。
击打玻璃角落是因玻璃受力后受到四
周的限制，力无法被吸收及缓冲，受到
剪切的应力是比较大的，所以玻璃更
容易被击碎。只要砸出一个口，四周
就会散出密密麻麻的裂缝，这时可用
脚踏玻璃形成大洞。

值得注意的是，安全锤还衍生出另
一种更快速的破窗方法：侧窗破玻装
置。侧窗破玻装置主要是在我国公交车
上使用，它通过发送电脉冲信号使玻璃
瞬间破裂。它不需要像“安全锤”那样用
很大的力去敲击玻璃，只需启动按钮，即
可在0.5秒的时间内自动破除全部车窗
玻璃，使被困人员能够在第一时间通过
窗口逃生。

除了司机可以启动这个装置外，紧
急情况下，乘客也可自行按下专为乘客
准备的副控开关启动装置。它自带电
池，就算车内的电路被烧坏，也可以令按
钮这一侧的车窗瞬间破碎，使人们快速
逃生。

为了防止出现误触，副控开关的启
动按钮设置在车窗上方，并同时配有保
护盖和封条，如需使用，乘客需站起来把
封条撕下，打开保护盖后，才能启动按
钮。开启按钮需要大约30N的力量，这
有效防止了儿童因为好奇去启动按钮的
情况。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破窗器是专
业的救险工具，在正常情况下千万不
要随意触摸自动破窗装置，一旦触
发，不但会影响公共秩序，还很容易
引起危险。

（区科协供稿）

帮老年夫妻圆梦七夕用镜头定格“不老爱情”

本报讯（通讯员 杜海生）为加快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大力弘扬劳动模范精
神，加速推进“信易+”应用领域成效和推
广力度，近日，北辰区开展“信易+健康查
体”活动，为本区劳动模范群体提供查体
便利。

通过开展“信易+健康查体”活动，
区总工会将为北辰区市级劳动模范及

享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待遇的诚信群体
提供每年一次健康查体福利，让守信
者享受信用红利。下一步，北辰区将
继续深入推进“信易+”守信联合激励
项目建设，通过深化信用信息应用，真
正体现出信用的价值，让守信群体在
生活中受益，在全区构建营造诚实守
信的良好氛围。

全民参保小讲堂

养老保险知识（二）

法治北辰
建设法治北辰实现公平正义

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办公室

高铁霸座属违法
——用案例细说民法典（七）

安全锤是如何快速破窗的？

开展“信易+健康查体”
让守信群体得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