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几辈人都生活在大直
沽。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先有大
直沽，后有天津卫”。我对人们世
代相传的说法深信不疑，但对这一
说法的依据则知之不多。

1998年3月，我和国土资源部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的同事们受
天津东达房地产公司的委托，开展
“大直沽地区一万年来的地质环境
重大变化”的研究。目的是查明大
直沽地区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地质
环境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现代环
境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我们从地质学的角度，对
大直沽的历史文化陈列馆主建筑
地下开挖的考古剖面进行了研究，
随后又打了两口地质科研孔，孔深
30米，全取芯，进行多学科、高分辨
率的研究。测试方法包括碳十四
(14C)和光释光(OSL）测年，古地磁
测量、孢子花粉鉴定、微体古生物
(有孔虫介形虫）鉴定、化学全量分
析、X光衍射等。

由钻孔揭露的地层分为三
段。上段，0-7.48米，上部(0-4.1
米)为元代起始的人类活动改造的
杂填土；下部(4.1-7.84米）由棕褐
色、无层理具锈染的黏土及向下渐
变的棕黄色亚黏土组成。中段，
7.84-17.83米，以海相粉砂——中
细砂为主，颜色由灰黄色渐变为灰
白、深灰色，具波状纹层及交错层
理，含贝壳碎片；该段底部为约20
厘米厚的黑色泥碳层。下段，
17.83—30.5米白色，顶部为厚2米
的干燥状态下呈浅灰——灰白色
的硬黏土；向下转为黄褐色硬黏
土，夹有褐黄色中、细砂薄层。

大直沽6万年以来的地层物
源主要来自西部的高山、河流、平
原中的松散泥沙，经风、河流、海水
为媒介搬运而至，层层叠加而形
成。下段地层主要以风力、河流搬
运成团的松散泥沙堆积而成。距
今6万至3万年间，地史中属末次
冰期。当时环境寒冷、干燥，年平
均温度比现代低6至8摄氏度。此
时全球大量的水体被固定在大陆
冰盖中，海面下降，在距今1.8万至
1.5万年冰期最盛时，渤海海面下
降到了现代海面以下至少70米
处。本区在此期间雨量大减，水系
断流或被冰封未能继续接受沉积，
而且遭受烈风与冰川的剥蚀，造成
了距今3万至1万年期间的地层缺
失。距今1万年时，天津地区由地
质作用形成地表凹凸不平状态，大
直沽处于凸部，形成古台地。中段

地层在距今1万至3千年间，主要
由海水侵入时的潮流、沿岸流泥沙
沉积与河流、洪流所携泥沙被海水
阻挡沉积形成的。沉积物以浅海
一海陆过渡相为主。此时全球气
温升高，海面不断回升，地表为凹
凸不平的串珠状沼泽，植被遍布。
由于海面迅速上升，淹没了植被并
对凹形地貌进行了充填。在距今9
千多年时，海面上升到陈列馆地表
以下17.5米处，5千5百年时已达
到9.8米。随后上升迅速减慢，在3
千年左右达到7.84米。海水上涨
高度约10米。上段地层形成于3
干多年以来，此时海面不再上升，
使海河流域水系所携带泥沙、洪泛
泥沙不断地淤积，高出海面，陆地
面积逐渐扩大、高度逐渐升高，海
水不断向东退缩。在此区东部的
张贵庄、军粮城、坚头沽几道贝壳
堤是最好的海退遗迹。由于古台
地作用使得相对高干周边地区的
地势得以延续，约在宋、元时开始
的人类活动，又向高处堆积了3米
多厚的回填土。

由OSL、14C测年对全孔进
行了系统年代地质学研究，结果
查明：在下段与中段地层之间，孔
深17.83米处有一个极为明显的
沉积间断。孔深17.67—17.78米
处的 14C 校正年龄为 9978 年，
17.83-17.94米处的OSL年龄为3
万年。缺失近2万年的地层。其
原因是当时大直沽地区地势高
亢，在距今3万至1万年末次冰期
时，未接受沉积，在寒冷、干燥环
境下遭受剥蚀。在约1万年前成
为古台地，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即“安全岛”效应。

形成人类活动聚集地的原因
很多，其中地质环境的适宜性为重
要因素。大直沽地区始自3万至1
万年前的高亢地势，导致了其后的
松散沉积物相对周边地区更薄。
后期的沉积、压实作用乃至地面下
沉相对微弱。因此，延续到了辽、
金、元代时，该地仍相对高亢，又处
于水系主流——海河岸边，致使当
时的漕运商贾首先选择大直沽作
为屯留居所。大直沽成为天津的
发祥地，是在有利的地质背景下形
成的。这种有利的地质背景可视
为由古地理形态决定的“安全岛”，
它有别于通常意义下构造地质的
“安全岛”，从而为探讨今后天津市
重大工程建设的稳定性，开辟了一
条新途径，有着重要意义。
选自《天津城市之根——大直沽》

单弦源于北京，又称单弦牌子曲。
清乾隆、嘉庆年间兴起，形成于清代末
叶。演唱时用八角鼓击节，其曲牌众
多，曲调丰富，反映现实生活，代表曲目
有《胭脂》《挑帘裁衣》《金山寺》等。单
弦的曲目内容有根据民俗小说改编的，
如《胭脂》《杜十娘》等；也有反映各个时
期生活的曲目，如清末的《穷大奶奶逛

万寿寺》、民国时期的《秋瑾起义》等。
表演形式方面包括单人表演、男女对
唱、单弦牌子曲联唱、表演唱等。

听常派单弦第三代传人张帼英
讲，常派单弦创始人常澍田是单弦八
角鼓艺人。出身于八角鼓世家，后拜
单弦牌子曲大家德寿山为师，成为德
寿山的亲传弟子。他虚心好学，博采

众长，他开始也学德寿山坐着自弹自
唱，后来听了始创站唱全月如的话，征
得德寿山同意，放下弦子，拿起八角
鼓，改为站立演唱。

常澍田在民国初年就享誉北京、天
津等地，还将单弦演唱带到江南等地演
出，深受南京、上海等地观众的青睐。
常澍田以豪放的风格，脆亮的低弦高
唱、清晰的吐字、传神的表情、潇洒飘逸
的动作，被人称为单弦牌子曲中的“常
派”。曾收徒王凤久、王剑云、张剑平、
何剑锋等。

张帼英是第二代传人张剑平的独
女，6岁就在天津电台录制岔曲，她音域
高亮、韵味浓厚、唱腔细腻、吐字清晰，
很好的继承了常派单弦的衣钵与精
髓。并掌握了常派单弦代表作《水莽
草》《挑帘裁衣》《相思局》《鞭打芦花》
《霸王别姬》等曲目。“父亲张剑平自幼
喜爱曲艺，上世纪40年代初在天津拜师
常派单弦创始人常澍田。1953年参加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曲艺团担任单
弦演员，并且在电台、群艺馆开展单弦
讲习班，培养了大量的曲艺后继人才。
几十年来他培养出的单弦后辈人才数
不胜数，其中第三代传人有崔凤翥、马
雪莱、张紫平、杨润生、张卫东和陈叶等
人。”张帼英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张剑平致力于
传统节目的整理、挖掘，并不遗余力地
向弟子传授常派单弦的演唱与教学经
验。并且把常澍田、王剑云与自己的手
稿、唱词系数传授给了弟子。自幼受到
家庭熏陶，跟随父亲张剑平学习单弦演
唱的张帼英，1973年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从事专业单弦演唱。后在其父引荐下
拜在了著名单弦艺术家曹宝禄的门下，
获益匪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参加历
届津门曲荟、曲艺汇演等大型活动。
2008年起，张帼英应天津市老年大学邀
请担任单弦班教师，每周定期向学生传
授常派单弦的演唱技巧。
“那时候我身体还行，只要大家想

唱，喜欢唱，我都愿意教。想着学生们
回去后可以唱给家人听，唱给邻居听，
这样喜欢听单弦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想学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张帼英笑着
说。现如今，71岁的张帼英已经不再
对外公开授课，她说：“现在我岁数大
了，已经不能到老年大学或者其他学
校去教课。但我以前的一些学生还从
事着单弦演唱的表演和钻研，他们也
经常到家里来一起探讨和研究。从我
父亲那一代，就主张开班授课，广收学
子，就是希望将这一技艺传承下去。
现在我也经常告诉我的学生，一定要
细心培养来学唱的孩子，有机会可以
到学校去授课，让更多人知道、喜欢咱
们这门技艺。”

记者 石晓钰 摄影 刘泽瑞

凡人善举 ●榜样的力量

鑫帅领有关人员在为退役军人企业做问需服务

天津鑫帅领园区管理有限公司

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河东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派单弦

曲艺传承展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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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一开学就生病”的“魔咒”

直沽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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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沽街道汇贤里社区

免费理发志愿服务进社区
春华街道开展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活动

提高群众安全意识

“初心和使命，是指引前进方向的
指路明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始
终为党的事业、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而
奋斗，到任何时候都不能背离初心、忘
记使命。天津鑫帅领园区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邵路说，“我们鑫恩华集团一
直设立退役军人工作岗位，我们的初
心和使命就是始终怀着对退役军人的
深厚感情，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的
服务工作，为强军梦、强国梦的实现作
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天津鑫帅领园区管理有限公司隶
属天津鑫恩华创业社区，是鑫恩华创
业社区十六大创业孵化服务载体之
一。天津鑫帅领园区管理有限公司成
立于2018年，坐落于河东区七纬路83
号，拥有孵化面积9000余平方米，是
一家专门针对退役军人再就业、创业
的孵化服务平台。2021年，企业被评
为天津市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通
过了工业与信息化部国家小型微型企
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认定。公司以为
企业提供专业化创业服务为宗旨，以
加速企业成长为目标，致力于解决中
小微企业的创业孵培难题，为不同规
模的企业提供极大的便利。成立以
来，公司构建了包括办公场地租赁、财
税代理、工商代办等涵盖企业发展全
方位、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创业园具
备超过200人的专业服务团队，其中
包括退役军人20余人。经过创业服
务工作不断完善，鑫帅领已累计服务

初创企业超500家，获得各级政府和
初创企业的高度认可，特别是在帮助
退役军人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平台的问
题上，鑫帅领一直走在天津市民营企
业的前列。

公司全体职工在服务保障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问题上信心坚决，服务意
识较强，多次为退役军人及其亲属解
难题、办实事，扎扎实实做好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帮扶工作。针对军人退伍后
就业创业安置难等诸多难题，总经理
邵路深入部队洞悉退役军人需求，先
后5次到部队组织招募宣讲会，使官
兵更深层次的了解本公司的真实业务
水平及发展趋势，让更多的退役军人
加入到这个行列，真正为退伍军人解
决就业创业难题。公司还为已婚的退
役军人设立了连锁超市试点板块，鼓
励夫妻共同创业，并为经营人员提供
商品配送、货品调换和营销指导等服
务，让经营人员极大程度的降低了营
销试错成本，提升他们的收益率。为
彻底解决退役军人职业发展的后顾之
忧。2020年 2月疫情防控期间，为帮
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创
业平台，公司开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春风行动”网络培训会，通过公司
APP或电话咨询求职信息的方式，让
退役军人足不出户利用网络平台求
职，真正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营造良
好的环境。

作为一家孵化器公司，鑫帅领在充

分发挥孵化职能的同时，注重完善组织
机构、强化业务学习、加强队伍建设，为
广大退役军人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畅通
信息沟通渠道，搭建帮扶援助平台，切
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2019年11月，
鑫帅领委托专人协助13名退役军人查
询社保、医保接续工作，确保退役军人
权益得到保障。针对退役军人创业或
就业的需求不同，特设专项辅导模块，
指定专业就业创业导师为退役军人进
行一对一帮扶指导，保障退役军人能够
快速掌握就业注意事项和创业发展方
向。公司模范落实国家和天津市退役
军人工作政策规定，立足实际探索退役
军人服务管理工作规律机制、创造性开
展工作，具有典型示范作用。成立于
2019年的天津淏腾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是园区内的一家公司，总经理耿光亮是

一名退伍军人。从一开始的艰难创业
到如今公司有序经营，业务壮大，耿光
亮说这一切都离不开鑫帅领的帮助和
支持。“园区不仅帮助我们免费办理营
业执照，还对我们退伍军人专业实行房
租减半以及三年的免费财务记账服务，
这对于我们这种初创小公司真是雪中
送碳，让我们这些退伍老兵能够安心创
业，现在我们公司管理层中有80%的人
都是退伍军人。”

始终坚持关心关爱退役军人，积
极为退役军人排忧解难，持续激励退
役军人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让他们真
正尽到“穿上军装是国家安全的保卫
者，脱下军装是社会经济的建设者，都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者”
的时代责任，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天津
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记者 戚帅

对爸爸妈妈来说，9月最重要
的事情莫过于开学。不少家长开
心之余又有些担心：“听说开学季
＝生病季！孩子抵抗力差，一开学
特别容易生病。有时班里一个孩
子生病了，其他孩子也会接二连三
地生病。”这是为什么呢？

入学焦虑，情绪紧张。孩子们
刚离开熟悉的环境和家人，来到学
校，心里难免会有各种不安，进而
可能会出现各种烦躁、焦虑、哭闹、
拒食等现象，长期在这种应激状态
下，机体的免疫力也会跟着下降。

集体生活，交叉感染。在幼儿
园和小学里，孩子们每天至少要接
触到十几个小伙伴。孩子们的防护
意识不强，很容易发生交叉感染。

生活习惯被改变。孩子们在
家里是被百般呵护，到学校以后，
从饮食习惯和结构，到睡眠作息甚
至排便习惯，都发生了变化。由于
在短时间内无法适应，就可能出现
喝水少、挑食、偏食，甚至消化功能
紊乱、睡眠缺乏等情况，久而久之
就容易生病。

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很多孩子活泼好动，没有较强的卫
生意识，没有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等
良好的卫生习惯，极易造成“病从
口入”。

如何缓解这些情况呢？

1、缓解焦虑情绪

孩子们上学后需要有一个适
应期，家长要以积极的态度帮助宝
贝一起度过难关，提前给宝贝做好
心理建设。

家长可以先带孩子熟悉一下
学校的环境，多与老师交流。在孩
子初入学的一两个月里，家长应多
花时间来陪伴孩子，给他们心理上
的安全感，让小朋友逐渐去接受新
环境。除此之外，入学前就开始鼓
励宝贝自己动手做事。自理能力
强的宝贝会很自信，在集体生活中
有成就感，心情好了，生病的机会
也会相应减少。

2、饮食合理营养均衡

营养是身体健康的物质基础，
孩子饮食不均衡，容易引起贫血或
其他营养元素缺乏的情况，从而使
抵抗力下降，反复生病。因此，提
高免疫力，营养搭配很重要。

家长可以根据中国营养学会
最新发布的中国学龄前儿童平衡
膳食宝塔的推荐，让孩子摄入足够
的鱼、瘦肉、蛋、奶、豆制品、蔬菜、
水果等。合理安排进餐时间、进食
数量，养成不偏食、不挑食的好习
惯，尽量不在饭前吃过多的零食、
饮料等，同时要注意培养孩子独立
进食的能力。孩子入学后，家长可
以多与老师沟通孩子每日进餐情
况，合理安排晚餐，切勿因担心孩
子午餐在学校吃不饱而将晚餐做
得过于丰盛，这样反而有可能造成
孩子营养不均衡或消化不良，导致
生病。 （未完待续）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徐

立）日前，大直沽街道汇贤里社区开展
免费理发志愿服务活动，为辖区内60岁
以上的老年人及高龄独居老人免费提
供优质的理发服务，进一步弘扬“尊老
敬老 爱老助老”的优良传统，让居民朋
友们享受到更贴心的服务。

理发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容易的
事情，但是老人、尤其是行动不方便的
高龄独居老人，倒成了件麻烦的事。汇
贤里社区此次免费理发活动在汇贤里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理发师一边理
发一边和老人拉着家常，耐心地询问老

人们的需求，认真地剪起来，直到老人
满意为止。理发师还入户给高龄独居
老人理发，提供贴心服务。“社区开展这
样的活动方便了我们老年人，这样的活
动才是实实在在的，才是真正的为民服
务。”刚理完头发的李奶奶笑着说出了
自己的感受。

免费理发的公益活动虽然看起来
微不足道，却实实在在地走进了辖区居
民的心里，切实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汇贤里社区免费理发活动也将定期开
展下去，用真情服务来温暖社区老人们
的心，弘扬助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连日来，春华街
道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有力抓
手，全面开展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工作，
切实提高群众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在巨福新园、美福园、华泰里等社
区，春华街道联合春华派出所开展电信
网络诈骗防范宣传讲座暨“国家反诈中
心APP”宣传推广活动。在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小区家门口增设安全宣传台，街
道工作人员、社区民警、社区网格员、党
员志愿者等向群众宣传介绍电信网络诈
骗的常见方式、作案手法、新型犯罪途径
等内容，并现场指导大家进行国家反诈

中心APP的下载、安装、注册及登录，努
力构建“全警反诈、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华康里社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
办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讲座，社区民
警、社区网格员运用生动形象的真实案
例，向与会党员群众讲解常见电信网络
“骗术”及其社会危害性，现场演示“国家
反诈中心APP”的诈骗预警、我要举报、
身份验证和保安助手等功能，进一步增
强了社区群众对电信网络诈骗的科学认
识和防御能力，为建设平安春华、平安河
东奠定良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