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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旭照顾公公吃饭

大直沽街道汇贤里社区海旭

好儿媳尽显孝老情

河东区设立“爱心驿站”

“快递小哥”有了暖心歇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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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小哥”在爱心驿站歇脚

健康关怀

老年人健康饮食小窍门

直沽文苑

大直沽的历史

远非始于元代
文 李世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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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了、渴了，随时随地就能让快递小
哥歇歇脚，这已经不再是一个愿望。中午
时分，快递小哥吴迪满头大汗地来到大直
沽街道津塘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快递小
哥驿站，咕噜咕噜地喝了一大杯水，趁着
此时需要派送的包裹较少，他抓紧时间来
驿站歇息一下。像这样的“快递小哥·爱
心驿站”，在河东区还有很多，为奔波在大
街小巷的快递小哥打造了一处“避风港”。

在津塘村党群服务中心“快递小哥·

爱心驿站”，记者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温馨
的休息场所，微波炉、饮水机、医药包、桌
椅等设备设施一应俱全。“爱心驿站的成
立，很受快递小哥的欢迎，我们为他们提
供喝水、热餐、手机充电等生活服务，保证
快递小哥‘渴了能喝水、热了能乘凉、冷了
能取暖、累了能休息、伤了能急救’。”津塘
村社区党委副书记郭碧舾介绍说。
“我们一天要接单上百单，经常手机没

有电，就会到这里来充电，顺便喘口气休息

一下！”正在爱心驿站吃饭的快递小哥吴迪
说。以前派完一个区域的快递，他都是在
车上坐一下，或者找个有树荫的地方休息，
冬天冷，夏天热，蚊虫多，几乎得不到很好
的休息。现在，有了“快递小哥·爱心驿
站”，大家都口口相传，有需要就过来休息，
十分方便、贴心。“手机电量对我们的配送
至关重要，以后配送就安心多了。希望这
样的爱心驿站多一点。”吴迪说道。
“平日里我们走街串巷，口罩是必备

物品，没想到驿站里还准备了防疫物资，
实在是太周全了，让我们在送快递的时候
更加多了一份保障。”在一旁休息的快递
小哥刘达说道。
“快递小哥”是居民身边“最熟悉的陌

生人”。为找准快递小哥的需求“痛点”，
河东区“两新”组织工委牵头，以“两新”组
织党建工作指导员为主体，成立关心关爱
快递小哥服务专班，走访全区所有快递物
流企业和百余家快递网点，摸清企业性
质、规模等基本情况。在街道、社区、楼宇
党群服务中心中开辟专门区域，设立“驿
路有爱”服务专区，配备应急药箱和防疫
物资，在党群服务中心开放期间，为快递
从业人员免费提供临时休息场所，提供热
饭、饮水、充电等便捷服务。区委组织部
相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快递小哥·爱
心驿站’是免费为快递从业人员提供的临
时休息场所，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快递从业

者的关心关爱。快递小哥们在此既可充
电学习，又能聚会交友，在润物细无声的
服务中，让快递小哥们找到家的归属、家
的温情。”

为了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区委
组织部（区“两新”组织工委）会同区总工
会、团区委、区妇联和属地街道党工委共
同开展关心关爱“快递小哥”活动，推动40
名“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指导员与快递从
业人员结对子，吸纳快递从业人员中的优
秀分子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开展“红骑先
锋 驿路有爱”活动以来，已收到快递从业
人员递交的入党申请书5份。“下一步，我
们要求各街道要积极在快递企业中培养
入党积极分子，通过重点选育、党员帮带、
实践锻炼等方式，不断扩大入党积极分子
队伍，壮大快递员中的‘红骑先锋’”。区
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道。

记者 彭娜 摄影 刘泽瑞

她是80后，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是
性格开朗、为人热情豁达的邻家大姐。
在外她古道热肠、处处关爱助人、与人为
善；在家她孝老爱亲，照顾一家老小任劳
任怨。她就是大直沽街道汇贤里社区的
海旭。

12年前，海旭与爱人结婚，由于爱人
工作特别忙，经常在外出差，海旭就一直
与公婆共同居住生活在一起，担负着照
顾二位老人的责任。后来，为了方便照
顾家庭和接送孩子上学，海旭选择了开
出租车这个工作时间比较灵活的职业。

7年前，69岁的公公患上了阿尔兹海
默症，海旭要随时惦记着他的行踪。
2020年3月的一天，海旭78岁的婆婆突
发脑梗，经检查确认为急性脑干出血，医
生当时下了病危通知书。海旭果断地
说：“救！请一定尽全力救治！”虽然抢救
及时保住了生命，但婆婆还是成了植物
人。从此，照顾婆婆的重任全都落在了
海旭一个人的身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句话说来简
单，辞职全心投入的海旭所付出的，是常

人想象不到的辛劳。
出院之后，为了减轻婆婆的痛苦，海

旭从不计较金钱的付出，给她买了高级
的护理床，床单用的比较透气的纱布质
地，买来了和医院使用的一样的各种医
疗用具。为了照顾婆婆，海旭经常一整
夜不睡觉，“我一宿闹钟定三个时间，基
本隔两个小时起来看一眼婆婆。婆婆有
时候痰特别多，如果不及时处理就有窒
息的危险。”海旭有时一直伺候到凌晨两
三时，无数个夜晚，她都是趴在婆婆的床
边疲惫睡去。因为小儿子还小，也需要
海旭的照看，所以小儿子一直和妈妈一
起睡在奶奶旁边。海旭说：“儿子虽然年
纪小，但是从来没有说过害怕家里有病
人，有时还给我搭个下手，我觉得自己也
是在给孩子们做个榜样。”

每天早上5点起床，为老人翻身、擦
身、清理排泄物、换床单、喂饭、清洗衣
物、吸痰，这成了海旭雷打不动的作息时
间。随时给婆婆吸痰，通过观察大便给
婆婆搭配饮食，用破壁机打碎后再用鼻
饲管一点一点的喂她吃，每次看到婆婆

顺利排便，海旭都非常有成就感。精心
护理了将近一年，婆婆安详的走完了生
命的历程。婆婆去世后，海旭把所有的
医疗设备和没有用完的护理用品全部捐
献给了河北省一家有需要的人家，自己
包邮寄给他们。她深知照顾病人的不易
和不计其数的花费，希望能帮助更多同
样有需要的人。现在提起婆婆，海旭还
是眼含泪光，“我十八岁就失去了妈妈，
自从嫁给老公，一直拿婆婆当亲妈一样
看待，公公婆婆对我也很好，现在还是接
受不了婆婆离开我们的事实，但是我已

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延长婆婆的寿命了。”
现在，海旭每天将公公的饮食起居

安排好，接送2个儿女上学，五口之家的
日子在海旭的操持下过得平静而幸福。
闲暇时候还帮着社区外来务工人员照顾
孩子，给他们送些饭菜。她用默默无闻
的温暖滋养着家庭；没有疲惫抱怨，勤俭
持续和睦乡邻，以自己一言一行传承孝
老爱亲的中华美德。“我觉得这些都是是
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算不上什么善举，
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海旭说。

记者 潘莹

近一年多来，各种传媒屡次
报道大直沽发现了元代的建筑
遗址，句括天妃宫的基址。这一
发现很重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但就此认定大直沽的历史
就始于元代，天津城市的起源也
可能就在此时，我愿提出拙见，
就教方家。

大直沽的历史远非始于元
代，而应该是很久很久的。我这
样做出推断的依据要从天津地
区的成陆过程说起。在大约
5000年之前，从现在的金刚桥(三
岔口)往东那还是渤海湾西部的
一部分，就是说从金刚桥到大沽
口这片土地和海河还都没有。
当时“九河下梢”的入海口就是
三岔口。大约到了战国、秦汉时
代，入海口东移到白塘口，这是
九河夹带的泥沙淤淀的结果。
从三岔口的白塘口这段海域变
成陆地了，沟通这两个口的河道
就是“童年”的海河。又过了
1000年左右，又向东淤淀出一段
陆地，海河也延伸出来，入海口
移到泥沽(古称泥沽海口）。现在
的海河入海口大沽口不过是元
代时期才形成的。

以白塘口为海口的这道海
岸线遗迹(即贝壳堤又称蛤蜊堤，
40余年前我踏勘时尚较完整，目
前已破坏殆尽)，上面及其附近是
考古发现最多、出土文物最主
宫、实物证据最确凿的一道堤。
典型地点是张贵庄，曾出土战国
时代的墓葬30余座，殉葬品多陶
器，也有少数玛瑙珠饰、象牙发

笄等较贵重器物。在以泥沽为
海口的贝壳堤上也有不少发现，
典型地点是军粮城，曾出土唐代
带龙纹浮雕的石棺葬一座，殉葬
陶俑上百件（部分被盗)，墓葬地
面上尚有带庑殿顶石牌坊一座，
附近还发现海鲁葡萄铜镜及钱
币等等。这些发现说明这片陆
地的一些地点在战国到唐宋时
代已经相当发达了，文化水平也
十分可观了。

请再看一下大直沽吧，它地
处自三岔口以东的海域成陆的
第一阶段，即以白塘口为中心的
贝壳堤以西地段，其以东地段都
比以西晚上两三千年。大直沽
东距张贵庄只有5.4千米，而就在
这个距离内密集地分布着十多
个村子，可证这一带的地理位置
和自然条件与张贵庄、军粮城相
较，其优越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它的开发时间至少可以定
为与张贵庄同时，即使说它早于
战国、秦汉也不为过，无论如何
也不应晚于唐宋。专家们一致
认为这（指大直沽）“是目前市区
内文化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
遗址”。可见大直沽地区必是在
元代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发了，否
则只靠有元一代那几十年的经
营怎么会使专家们得出那样的
结论呢！

在大直沽地下找到元代以
前的文化遗存的机会还有，只要
考古工作者和有关人员在动工
过程中密切注意，总会有宝贝出
现的。

我国老年人的数量也越来
越多，老年人伴随着年龄的增
长，身体器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老化，从而导致食欲减退，能量
摄入降低，必需营养素摄入减
少，而引起营养不良。

另一方面随着生理机能减
退，代谢紊乱，也有可能导致老
年人肥胖，有一些慢性疾病也容
易引起老年人出现营养不良的
现象，因此老年人应注意做好预
防工作，避免营养不良，做到合
理饮食。

今天我们来介绍几个饮食方
面的小窍门，希望对老年朋友有
一些帮助，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要注重优质蛋白质的

摄入。

老年人的饮食虽说要以清
淡为主，少吃肉类，但可不是说
不能吃肉，每天还是要注意适量
的摄入动物性食物，同时要每天
或是隔天吃一个鸡蛋，注意奶类
的补充，还要常吃豆制品，并增
加蔬果及薯类的摄入。

其次，要减少亚硝酸盐的

摄入。

有不少老年人，从小生活比
较艰苦，养成了一些不太健康的
生活习惯，比如：吃隔夜的剩饭、
不舍得扔已经变质的食物等等。
我们提倡一定要吃新鲜卫生的食
物，对一些腐败、变质、过期食物
不要吃，剩饭剩菜也最好不要
吃。烧熟的蔬菜最好不要过夜，
如需储存一定及时放入冰箱，以
减少亚硝酸盐的摄入。烧焦、发

霉类食物更是禁止食用的。
再次，就是要清淡饮食。

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
食欲会有所减退，而且他们的味
蕾敏感度会下降，所以平时可能
会喜欢吃油、盐含量较高的食
物，但是这类食物不容易消化，
更会造成能量过剩，所以应该节
制。平时烹调方法要注意清淡
少盐，摄入的食物种类多样化，
达到每天12种以上，同时主食做
到粗细搭配。这样不仅可满足
各种营养素的供应，又可保持大
便通畅。

最后一点就是要有节制的

饮食。

老年人的肠胃功能较弱，所
以一定不要暴饮暴食，暴饮暴食
可引起腹胀、泄泻、嗳气等症状，
甚至可能发生急性胃扩张或诱
发心肌梗塞，严重者会危及生
命，因此老年人一定要做到饮食
有度。

老年人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影响，长期
的不健康饮食还会导致免疫力
下降，有可能引起更多疾病发
生，所以老年人饮食一定要精
准，合理搭配，希望这些饮食上
的小窍门能给老年人提供更好
的参考，预防出现营养不良现
象，保证一个健康的老年生活。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徐

立）日前，大直沽街道神州花园社区在
微信报到活动群中开展“垃圾分类，从
小做起”主题教育活动，为更好地开展
天津市垃圾分类宣传、指导、监督、服务
工作，旨在培养广大青少年从小养成垃
圾分类投放的好习惯，提高他们的环境
素养，一起携手共建文明、有序、整洁、
美丽的社区环境。

活动中，社区组织青少年在微信群

观看垃圾分类动画片视频,视频中讲解
了垃圾分类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对厨余
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做详细介绍的同时，还就如何做好日常
垃圾分类示范给孩子们。

通过本次“垃圾分类，从小做起”主题
活动的开展，使社区青少年了解正确的垃
圾分类知识，从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
惯，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为建设更加美
丽和谐的社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大直沽街道神州花园社区开展主题活动

垃圾分类 从小做起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日前，上杭路
街道万和里社区邀请高级健康管理师为
辖区青少年开展了第七期主题为“美丽
中国梦 营养健康风”周末暖心课堂。

活动特别邀请了高级健康管理师
任老师，为社区青少年和家长从设立
“中国学生营养日”讲起，介绍了膳食金
字塔，详细解读了中国儿童青少年膳食
指南，为大家分析如何最大限度的摄入
营养，着重强调食物多样性与合理搭配
饮食的重要性。

现场气氛活跃，来参加活动的青少
年积极踊跃回答老师提出的健康小问
题，在答题中了解到营养膳食的相关知

识。活动最后，任老师说，青少年时期
是发育最快最关键的时期，在这段时
间，摄入的营养必须均衡、科学，才能真
正做到茁壮成长。参加活动的青少年
及家长们都纷纷表示，这次讲座让他们
了解到健康饮食的重要性，以后要做到
不挑食、不浪费。

据了解，周末暖心课堂是万和里社
区联合团区委开展的公益创投项目，新
的学期即将展开，青少年安全也成为社
区治理普遍关心的问题，接下来社区将
会创新活动方式、开拓多种知识课堂，
开展好更多更好的校外课堂，为社区青
少年的健康保驾护航。

上杭路街道万和里社区举办主题暖心课堂

美丽中国梦 营养健康风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刘谱
丹）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修身之本。创
建文明城市，离不开每一位青少年的积极
参与。日前，鲁山道街道金旭园社区党委
组织社区青少年开展创建文明城区主题志
愿活动，为培养青少年文明意识，加强未成
年人劳动教育，践行优秀美德行为。

社区工作人员先向小志愿者们讲
解了市民公约、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知
识，并引导同学们发现身边存在哪些不
文明行为，启发大家思考如何建立促进
文明行为的长效机制。随后，小志愿者
在社区各个劳动点位进行工作，大家有
的负责清扫路面，保持道路整洁；有的

擦拭垃圾桶，清理了散落垃圾；有的向
居民发放创文宣传材料，提高居民们的
文明意识。大家干得热火朝天、积极主
动，看着干净整洁的社区，既收获了满
满的劳动成就感，又在互帮互助的劳动
过程中结下了坚实友谊。

此次未成年人周末志愿行活动，把
加强未成年人教育作为文明建设的突破
口，进一步丰富了青少年的课余生活，提
高了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身体素
质。以“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的形
式，带动整个家庭共同参与全国文明城
区创建工作，让文明的种子播撒在孩子
心中，浸润于孩子的日常行为规范中。

鲁山道街道金旭园社区开展主题志愿活动

共同参与文明城区创建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日前，
富民路街道万明里社区组织青少
年开展“节约用水 你我同行”科普
实践活动，倡导节约用水理念，进
一步提高全社会关心水、爱惜水、
保护水的意识，促进水资源的开
发、利用、保护和管理。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向青少年
介绍了我国水资源的现状、节约用水
的意义、水资源净化过程以及如何保
护水资源等方面知识。随后通过科
学小实验，现场指导青少年使用简易

净水器过滤污水，让青少年了解城市
生活用水如何进入到千家万户。同
时，工作人员还向大家发出了“科学
用水、合理用水、杜绝浪费”的号召，
倡导大家时时节水、处处节水，自觉
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青少年纷纷表示，在今后的日
常生活中，会积极动员长辈和身边
小朋友一起争做节水宣传员，努力
学习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更
加注重科学节水，为社会节约水资
源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富民路街道万明里社区开展科普活动

节约用水 你我同行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 通讯员 单子

霞）日前，春华街道新博园社区开展食品
安全讲座，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居民
科学饮食意识，营造社会公众关心、支
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良好氛围。

讲座根据居民平常饮食习惯和消费
习惯，重点讲解了购买食品的注意事项、
对保健食品的正确认识、预防食源性疾
病注意事项等内容，暖心提醒居民进一
步提高在网络平台购买食品的警惕性、

警觉性和辨析力。活动中，工作人员还
向群众发放了食品安全知识手册资料，
让居民特别是老年人了解和懂得怎样保
存食物、怎样预防食物药物发霉变质，掌
握日常食品安全知识。

居民陈大爷表示，讲座的内容都挺
实用的，今天我和老伴儿一起来的，她总
喜欢今天吃不了的食物留到明天。这次
讲座都讲得挺明白，有些食物最好不要
隔夜，回去得改改以前的不良习惯。

新博园社区开展食品安全讲座

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