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降雨难挡游客热
情。图为五大道景区民园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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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零售、餐饮业购销
两旺，人气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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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颂——小提琴快闪红
歌演奏”活动在金街和周邓纪念馆

亮相，60名小提琴手在老师带领下

奏响红色经典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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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10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岸田文雄，祝贺他当选日本首相。

习近平指出，中日一衣带水，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合作
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
界和平、稳定、繁荣。中日双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

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增进互信合作，努力构建
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

表示双方应该维护政治共识，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沿着
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共同迎接明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本报记者 廖晨霞

“这些作品是我们用3年时间创作而成的，以时间为脉
络描绘历史事件，展现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
10月1日，在河西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堂以“‘瓷’说
党史‘盘’话初心”为主题的刻瓷艺术党课正在进行，来自
天津刻瓷研究会的老师为大家详细介绍作品背后的党史
故事，大家一边欣赏美轮美奂的刻瓷作品，一边重温那些让
人难忘的故事，不时发出赞叹和掌声。活动通过艺术的形
式，让红色基因根植群众心中。
“一盘棋”谋划、“一张网”布局，河西区突出党建引领、

文明实践融合推进，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新路径，努力使
中央和市委的部署要求在河西区落地生根。1个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14个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149个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实现“文明实践版图”全覆盖，打造“城区新
名片”，扩大河西区百姓“幸福半径”。

筑牢“红色堡垒”理论宣讲能听可看深入人心

“以前，老百姓买菜买粮食都要凭票，现在我们去菜市
场想吃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咱共产党好，国家好，日子越过
越好……”走进龙江里社区花园，几把长凳和一个主讲人，
就组成了一个“绿荫学堂”。东海街宣讲员兰荣珊以粮票、
副食本等老物件为载体，带着大家切身体验生活发生的翻
天覆地变化。“这种宣讲方式太好了，在休闲锻炼中就学习
了很多知识，我们坐得住、乐意听、更记得牢！”大伙儿听得
津津有味，纷纷点赞。
“把文件变为家常话，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说群众愿意听

的理、办群众能接受的事儿。”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西区
创新宣讲形式，各级党史宣讲员做时代的“说书人”，通过讲党
史故事、观看党史纪录片、文艺展演等形式增强宣讲生动性和
直观性，把“固定讲台”换成“流动课堂”，用小切口解读大道理、
小故事反映大主题，开展各类宣讲150余场，受众3万余人。

聚焦群众期盼 新时代文明实践连通百姓心

聚焦群众期盼，河西区始终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文
明实践的重要着力点，聚焦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深
入调研摸底，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形成了百姓“点单”、平台“派
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贯通的工作模式。

桃园街广顺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成以来，社区坚
持优势共创，努力探索“五聚一联盟”的共建互助大格局，将共
建单位资源纳入社区，优化和解决社区环境、安全、养老、文化
等问题，切实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下转第2版）

让文明实践浸润百姓生活
——河西区探索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

习近平致电祝贺

节电，从举手之劳开始
■张玥

电，是最重要的能源之一，它带来光明、温暖、动力，

现代社会里，没有电或缺少电的生活不可想象。但它并

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节约用电、节能降耗，让每一度

电都物尽其用，还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只上下一层楼，还要坐电梯；室温本来很正常，却仍

开着空调；电脑、打印机不使用了，但一直处在待机状态；

冰箱里食物塞得很满，负荷越大越费电……这些事情累

积起来，就是很大的电力资源浪费。有人计算过，每浪费

一度电，会增加消耗约0.4千克的标准煤、4升净水。浪

费电不仅增加电力负荷，带来经济损失，还会让生态环境

付出代价。看到微小行为背后的巨大影响，算清这笔大

账、生态账，是人人都应具备的绿色低碳思维方式，也是

人人都要树立起的节约意识。

积土成山、聚沙成塔。说到底，节约用电要从举手之

劳做起。随手关灯，选用节能电灯，电器不用时关闭电

源，手机、充电宝等常用耗电物品充满后及时拔掉插头，

耗电量大的老旧家用电器及时淘汰；在单位用“公家”的

电也应做到不大手大脚，自然光线充足时不开灯，下班离

开时随手关闭灯具、空调、饮水机、办公设备的电源，减少

待机耗电……多走一点心，就少一分浪费，这既要成为生

活中的风尚，也要成为我们身上的“责任开关”，以强劲的

节约之风赋能低碳生活。

节约历来是一种美德，在现代文明进程里也应被赋

予新的内涵。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身边事做起，节约用

电、拒绝浪费，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发展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本报记者 刘国栋

“把身体保养好，看着国家日新
月异，多高兴啊……”国庆假期，面对
央视“说说咱心中的国”栏目记者海
采，86岁的天津大爷沈永年着实火
了一把。他对祖国“快板”式的表白，
不仅冲上了热搜榜第一，还上了《新
闻联播》。

自己成了网红，面对街坊邻居和
球友的祝贺，沈大爷坦然地说：“我只
是说了几句衷心祝福祖国的心里话。”

3日下午，经过多方查找，记者来
到了沈大爷家中，他正在看央视新
闻。电视中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对出行
旅客进行健康检测的报道，直接打开
了大爷的话匣子。
“新冠疫情防控咱们国家做得

忒好了，放眼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
个。生在中国这片土地，真好。”沈
大爷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我尽管
已经80多岁了，但两针剂疫苗早都
接种了，听说要打加强针，我还要再
接一针。个人防护做到位了，整个
国家就安全了。”

退休前，沈大爷在天津市机电工
业科技信息研究所《机械设计》编辑部工作。经历了从旧中国
到新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新时代，沈大爷可以说是
中国百年兴衰历史的见证者。“以前全家住在北安桥那边的
平房里，做个饭屋子里全是烟，冬天取暖靠火炉子，还不暖
和。后来搬进了楼房，装上了暖气，住得舒服心情舒畅，生活
从头到尾都变了样。”沈大爷用“日新月异、天翻地覆”八个字
来形容生活的变化。

变化就在身边，日子越来越甜。只要天气晴好，沈大爷
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天津人民体育馆篮球场，虽已86岁高龄，
但球场上的他就像个年轻小伙子，传球、运球三步上篮一气
呵成。“我不仅身体硬朗，脑子也很清楚，智能手机我用得可
溜了。”沈大爷说着，拿出自己的手机，给记者展示他手机里
的App，“骑着共享单车不到10分钟就能到体育馆，相当于
在家门口玩球，既方便又幸福。”

除了便利的健身场地，沈大爷说起自己的幸福生活如数
家珍：步行5分钟就能买到新鲜的蔬菜，步行15分钟就能看
病问诊，拐个弯儿就可以接送孙女上下学……随着我市民心
工程的深入实施，现住和平区宜昌北里的沈大爷幸福感爆
棚，对目前的生活很知足，“不愁吃不愁穿，看病住房有保
障，这不就是咱老百姓盼着的小康生活吗？”
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但不能忘记党的恩情。“能

过上现在的好生活，都是享受了国家强大的红利，享了共产党
的福。”沈大爷说着，便从书柜中捧出了两枚熠熠生辉的“光荣
在党50年纪念章”，“这是我和老伴儿的，我们全家8口人，
6个党员，我好比是我们家的党支部书记。”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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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德松

“我们上午先玩了‘密室逃脱’，现在打算去吃‘网红’火
锅，之后再去喝咖啡，金街上大小商场专卖店逛逛，买点
换季的新衣服。”天津大学二年级学生于彬蓉说，“今年
‘十一’，我们同宿舍的几名外地同学都没回家，就地过节。”
假期约上三五好友去金街“逛吃逛吃”，成为很多天津本地
人和外地游客的选择。
中午时分，天气微凉。金街上已经人流如潮，商家门前

悬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节日氛围喜庆热闹。2021首届天
津和平区“金秋十月”国际文化旅游购物季在金街步行街举

办，“百年风华”原创百年市集音乐剧、国庆快闪、主题歌舞表
演等轮番上演，一首首红歌响彻金街上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
驻足聆听、不时跟着旋律哼唱。

由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区繁华办等单位精心策划推出
的快闪活动也在金街分时段上演，中小学生们身着“军装”，手
持小提琴，为游人们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和《中国军魂》等。
来自石家庄的游客侯阿姨告诉记者，今年“十一”假期，特

地和老伴儿带着儿子儿媳小孙女自驾来天津旅游，第一站到
金街，就被这里的气氛感染，“和这么多人齐唱红歌，我们既激
动又自豪，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据统计，假期前三天，和平区各景区累计客流量达到128.7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35亿元。其中金街文化旅游区和五大
道文化旅游区累计客流量超过12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
11.05%，旅游综合收入2.3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54%。

■本报记者 廖晨霞

“在我们正前方的金汤桥不仅见证了天津的解放，也
诉说着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1984年，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天津战役中的丰功伟绩，金汤桥
东侧设立了解放天津会师纪念碑。岸边还设有会师公园，里
面有纪念碑、坦克等实物展示……”国庆假期，海河游船装
扮一新，迎来八方游客。承接“海河上的天津红色记忆展”的
特色画舫也加入了节日运营，为游客送上一份惊喜。
“我提前在网上订的票，没想到赶上了这艘特殊的

‘红船’，非常幸运！”家住河西区的市民李国强特意带来
津旅游的同学乘船，不仅听到对两岸风貌建筑、历史掌故
的讲解，还观看了觉悟社、中共中央北方局大量的史料照
片和文字材料，“内容太丰富了，不虚此行！”

为提升游客体验，海河游船今年启用了智能语音导
览系统，实时定位海河沿途各景点和桥梁，并进行AI智
能讲解。此外，还研发上线了“海河游船智慧导览”小程
序，以手绘地图的形式，涵盖了海河游览线周边景点、酒
店、餐饮、购物、停车场、地铁等业态信息，方便游客规划
出游行程。
“你看，我小时候就住在这片旧楼区，现在全建成了

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亲水平台，多漂亮！”行至“津门”“津
塔”航段，李国强把沿途的地标建筑一一指给同学看。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国庆假期过半，降雨并没有影
响人们的消费热情，市商务局对我市216家商贸流通企
业的监测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累计销售额达11.9亿元，
较去年增长10.7%，较2019年增长8.4%。
商圈、商街是主要的消费承载区域，我市重点监测的

77家商业综合体、百货商超、奥特莱斯，假期前四天累计
客流量突破360万人次，其中购物中心约占80%。在商
业街区中，各类活动成为聚客引流的“法宝”，例如，金街
上演了国庆快闪、萨克斯演奏、街头艺术等30多项主题
活动；南开区文化中心举办民俗文化博览节，带来舞龙、
相声等演出，并现场展卖非遗商品。全市5条主要商业
街区日均客流量突破50万人次，同比增长9.8%。
白天热闹非凡，夜晚也同样精彩。作为天津本土电竞

品牌活动，津湾广场的“2021天津第二届大圣电竞节”持
续升温，酒吧市集、电竞赛事、音乐节……每天都有不同
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年轻人“打卡”海河畔，前四
天累计客流量超过8万人次。与此同时，津湾大剧院在假
期中推出了28场滑稽特技杂技演出，共同点亮津城夜晚。

节日里，餐饮消费也十分火爆，我市监测的28家餐
饮企业假期前四天销售额达951万元，同比增长4.4%。
多家老字号餐饮企业纷纷以国庆特惠吸引顾客，出现供
不应求。此外，金钟、红旗等四大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
水果的四天交易额达2.3亿元，交易量达4.2万吨。

文化旅游方面，重点监测的15家酒店平均入住率升
至86%，假期前四天全市电影票房收入达3541万元。

■本报记者 陈忠权

金秋时节，蓟州区青山绿水美景如画，“网红”打卡地遍布
景区、山村，游客们纷至沓来，在青山绿水间欢度国庆佳节。
昨天上午，天空飘洒着细雨，但梨木台景区游客依然不

少，大家自觉戴口罩、测体温、亮“双码”，有序进入景区。细
雨中，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盘山景区推出了大型
古装实景演出《盘山北少林》和杂技互动、快闪舞蹈表演节
目，在苍松翠柏映衬下，更加鲜活生动，精彩感人。黄崖关
长城推出了国潮光影艺术节和天津评剧三团的非遗表演；
春山里生态教育国际生活示范区推出了河畔音乐节和环保

雕塑艺术展，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教育大家保护青山绿水。
美丽的山村、飘香的农家饭菜，国庆长假里，蓟州农家院

成为了不少游客的首选之地。
在穿芳峪镇毛家峪村，国庆长假前4天，每天游客接待量

都在1万人次左右。碧草红花的情人谷、郁郁葱葱的长寿园，
都吸引着游客踏足观赏。村里通过拦截雨水形成的观赏河
里，黑天鹅悠然戏水，观赏鱼欢快游动，吸引游客拍照留念。
农家院的午饭香气扑鼻，野菜做成的美食更加营养、健康。
天津最北的山村——下营镇常州村四面青山环抱，美不胜

收。依靠良好的生态环境，家家户户都经营着农家院，一个个新
改造的民居备受青睐。很多民宿外观造型别致，室内舒适环保，开
门见山、推窗赏绿，还有智能化的服务，纷纷成为“网红”打卡地。

国庆长假前四天，蓟州区共接待游客87.5万人次，旅游直
接收入1.07亿元，旅游综合收入5.35亿元。

假期过半 消费热情不减
重点商贸企业实现销售近12亿元

乘海河游船 看家乡巨变

人流如潮“逛吃”金街

飘香农家院 火爆生态游

小 康 圆 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