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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安全你我同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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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见义勇为协会开展宣传活动

弘扬社会正气 营造浓厚氛围

直沽文苑
大直沽的冬菜

文 曲振明

“来，这是我们的厨房，左边是生
食、冷冻食品料理区，右边是蔬菜清洗
区，现在还没到营业高峰时间，工作人
员正在准备食材。”在中山门一号路的
蜀留香餐馆，负责人正在向区市场监管
局执法人员和参加“餐饮安全 你我同
查”的居民群众介绍餐馆的厨房。

随后，参加活动的人员跟随执法人
员又重点对餐饮服务单位证照公示情

况、大堂环境卫生、库存食品原料、加工
制作过程、餐用具清洗消毒等环节进行
了检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向餐饮
服务单位负责人讲解了“餐饮安全 你
我同查”工作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等，
督促经营者主动规范经营行为，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诚信守法经营。

本次来参加活动的友爱南里社区工
作人员王忆嘉说：“活动开始前，区市场

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科负责人向参加活
动的人员介绍了开展‘餐饮安全 你我同
查’活动的目的和意义，讲解了监督检查
基本流程。进入餐馆前，餐馆工作人员
对我们进行了体温测量，‘健康码’‘接种
码’查验，这方面我觉得比较让人放心。”
“疫情防控工作是最基础的，这方

面没有保障，何谈食品安全。”同样参加
活动的王莘淼说，“我们刚刚查看了餐
馆的后厨和消毒间，觉得卫生环境都不
错，食材也比较新鲜，餐具消毒也到位，
制度齐全。还查看了食品从业人员健
康证和食品进货台账，工作人员切菜时
都戴着手套，这方面我挺满意的。”
“餐饮安全 你我同查”活动受到了居

民群众的欢迎和肯定，参加过前几期活动
的居民代表纷纷表示，活动挺有意思，也
挺有意义，每次去的餐厅都不一样，可以
让居民们近距离查看家门口餐厅的后厨
和食材，这些是大家以前想都想不到的，
亲眼看看也明白明白。不都说，金杯银杯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餐厅经营者也表示，
活动一方面检验了商家的食品卫生，可以
让商家时刻谨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另一
方面能让居民群众亲身参与到检查的工
作中，眼见为实才能安心。

据悉，为提升河东区餐饮业质量安
全水平，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走深走实，从6月份开始，河东区市场
监管局聚焦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网红

餐厅”，利用“随机查餐厅”方式，邀请区
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人民检察院
工作人员、新闻媒体记者、网络第三方
平台负责人、辖区群众等共同开展“餐
饮安全 你我同查”活动。区市场监管
局食品安全监管科科长张振江说：“活
动开展4个月来，得到了各界参与者的
肯定，我们在检查食品安全的同时也向
餐饮服务单位负责人讲解了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等，督促经营者主动规范经营
行为，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诚信守
法经营。接下来，我们还会定期组织开
展‘餐饮安全 你我同查’活动，扩大人
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参与度，积极
营造社会共治良好氛围，切实保障辖区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记者 石晓钰 通讯员 姚伟

摄影 刘泽瑞

窦迪是天津市河东区东局子学校
的教师，作为一名生物教师，“投身环
境教育事业，做每一个学生的良师益
友”是他人生的信条。参加工作21年
来，他深挖教材中与环境相关的内容
并认真钻研，理解其真正内涵，是同学
们心中的最美环境教师。

见到窦迪时，他正在和同学们一
起做生物实验，幽默风趣的教学方式
让同学们积极互动，课堂氛围轻松愉
快。窦迪告诉记者，为了让同学喜欢
上环境学科这一抽象事物，他注意平
时从书籍、报刊杂志、电视及网络中
搜集环保信息，做成资料卡片充实课
堂教学。制定环境教育系统规划，如
针对教学内容制定阶段性规划，根据
与环保有关的各种“环境教育日”制
定具体活动规划等。他精心设计每
个课堂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环节，
尽量使其不破坏原课程的完整性，更
有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学生学习兴
趣、促进生物教学的作用。“环境教育
内容应该注重取材于实际生活之中，
特别是学生们感受深刻的事物。如
社会热点、当地生态优势。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窦迪说，通过研究整
理，窦迪发现初中生物人教版教材中
有多个章节中都可以发现生物教学
与环境教育的契合点，许多知识内容
与环境问题的联系十分密切。在生
物学科教学中，他悉心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他们的环境
保护意识和观念。通过开展相应的

探究活动促进环境教育，如引导学生
进行有关的调查活动，使学生接触社
会现实，提高学生环境保护意识，激
发其参与环境保护的愿望，同时更增
强了教育效果。通过收集、分析资料
不仅提高学习能力，而且环境意识等
情感得到升华。

探索中，窦迪发现采用角色体验
与角色扮演的游戏形式，更加有利于
理解生物之间的联系，初步树立了生
态学的观点。针对某一热点话题，以
小组讨论或辩论会的形式开展环境教
育。进行实践活动，走进社区开展一
些公益性活动等。举办内容丰富的环
境教育专题讲座、主题班会、竞赛等，
拓宽学生知识范围，如举办“我国环境
的现状”知识讲座，让学生了解到我国
环境的基本状况；通过举办“人与环
境”“水质与健康”“环境现状与未来”
“环境与发展”等专题讲座，运用科学
的分析、概括、推理和逻辑论证来使学
生获得环境问题等；针对环境问题，开
展主题班会等等。

多年以来，窦迪先后多次代表天
津市参加了在北京、上海、广州、郑州、
石家庄等多地举办的全国环境教育交
流、培训和评比活动。部分学生也代
表天津市参加了全国的环境教育夏令
营。其辅导的学生多次在天津市科技
创新大赛、天津市“壳牌美境行动”等
多项市级比赛中获奖。

窦迪作为天津市中小学市级学科
领航教师、河东区学科名师、骨干教师

生物学科兼职教研员，多年来，始终致
力于通过教研活动带动更多的老师参
与到环境教育中来，并通过自己多年
的环境教育经验为他们铺路搭桥。在
他的带领下，学校专门成立了由教学
校长直接负责的综合教研组，包含生
物、地理、物理、化学、美劳等学科的学
科组长等。并结合学校实际与优势学
科，编写校本教材纳入校本课程。他
先后荣获天津市实验教学管理先进个
人，被评为天津市“一三一”创新型人
才，连续两届被评为河东区教改积极
分子。荣获河东区教师专业技能竞赛
一等奖。由于多年来始终投身环境教
育事业，成绩特别突出。被天津市环
保局评为天津市“环境教育特殊贡献
奖”、天津市“十佳环境教育工作者”称
号。更被天津市文明委授予“敬业奉
献天津好人”，被天津市教委评为“天
津市学科领航教师”、天津市第五届

“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优秀指导教师、
被河东区委宣传部评为“最美河东
人”、河东区“优秀科技辅导员”、教育
系统“干事创业好标兵”等称号。

与此同时，窦迪还受河东区科技
局和社区教育办公室委托，先后深入
到二号桥街、靓东花园、神州花园等社
区，对社区居民进行环保、科普、健康
生活等方面的宣传讲座。更代表河东
区对口帮扶甘肃宁县教体局，为当地
生物教师进行专业培训，辅导他们提
高环境保护意识，树立可持续发展教
育理念，将全新的环境教育模式以智
力扶贫的方式带到甘肃宁县的每所学
校、每位学生和他们的家庭。现在河
东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辐射全区的
青年环境教育教师团队，在全区的环
境教育工作中起到了有效的示范引领
作用。

记者 戚帅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为丰富
社区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日前，春
华街道秋实园社区在社区老年大学
开展“花语献礼”主题插花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20余位60岁以
上老人欢聚一堂。花艺师由易到
难、由浅入深地讲解插花的基本技
巧，指导大家如何选材和制作。在
芬芳花香的气氛中，伴随着欢声笑

语，一盆盆或端庄大气、或自由奔
放、或小家碧玉的插花作品呈现于
桌面，居民互相欣赏花艺，交流心
得，对作品爱不释手。秋实园社区
老人刘阿姨说：“我刚刚退休，觉得
社区组织的活动都特别有意思，认
识了不少好朋友。我们喜欢花，也
喜欢美，大家共同动手、共同欣赏，
时间虽短，但是我非常开心。”

大直沽是一块风水宝地，民间
相传大直沽有三宗宝“古庙、烧刀、
台子高”。殊不知除了三宗宝之
外，大直沽的冬菜也是一宝。

冬菜是中国发酵性蔬菜腌渍
品中一种以半干态发酵方式制成
的腌渍品。冬菜生产在大直沽已
有数百年的历史，并成为天津土特
产品之一。大直沽位于海河东岸
边，早年间这里沟渠纵横，土质肥
沃，水质较好，适应蔬菜生长。历
史上大直沽出产一种青麻叶小白
菜俗称“古古丢”。这种菜是帮薄、
心足、菜筋细、肉厚，吃起来带有甜
口，颇受人们欢迎。旧时北方人冬
天的蔬菜以白菜为主，而白菜的产
量大，不容易贮存。为了充分利用
白菜的资源，人们研制了以大白菜
为原料的咸菜——冬菜。精制而
成的冬菜，色泽金黄，口感鲜嫩，蒜
味香浓，独具特色。冬菜可冲汤、
炒食、烹鱼，也可直接食用。

大直沽的冬菜制作始于清代，
盛于民国。相传冬菜首创于河北
省沧州的艺凤园，开始以咸菜的
“什锦小菜”出现。它以大白菜、原
盐为原料，先将白菜切成小方块，
然后用原盐腌制，经过去卤汤使之
发酵，这种冬菜称为“素冬菜”。后
来随着人们口味的变化，“素冬菜”
又掺拌“糖蒜瓣”和花椒，人们感觉
比“素冬菜”好吃。特别受到东南
亚一带消费者的欢迎，因为那些地
区气候潮湿，且多瘴气，大蒜有除
湿去瘴的功效，在南洋颇为畅销。
清代中叶，大直沽的广茂居酱园又
开发了冬菜新品种“五香冬菜”。
这种新品种选用天津特产大白菜
为主要原料，大白菜收获后先要晾
晒，去一下水分，然后剥去老叶、切
根（净菜过程），将菜切成菜条子挂
起来自然风干，每天翻动二三次，

一般经晾晒、脱水约一周时间即成
“菜胚”。将菜胚入缸，加入食盐
（食盐要先经加工炒熟）、酒、糖，每
天翻菜一次，至盐、酒、糖全部溶解
（大约3天时间）。取腌后的菜胚，
加入大蒜泥和五香面（桂皮、茴香、
大料），搅拌均匀，装入坛内，边装
边用木杵捣实，层层压紧，大坛装
满后，撒一层封口盐，密封坛口，放
置室内，在常温下进行自然发酵、
后熟而成。“五香冬菜”与传统的
“素冬菜”相比别有一番风味。“五
香冬菜”面市后，最初专销台湾，受
到欢迎。

大直沽是白酒生产基地，集中
了许多烧锅。酱园制作的冬菜畅
销后，烧锅作坊也开始经营冬菜。
一方面冬菜原料有酒，烧锅作坊可
以利用春天做酒，淡季切制冬菜，
做到淡季不淡，有较高的利润可
图；另一方面，大直沽的烧锅以出
口“改制酒”为主，出口酒全部用陶
罐装，轮船航行途中受到风浪颠
簸，坛罐容易破碎，用冬菜的蒲包
来填充空隙，既可保护酒坛又顺便
运输冬菜，可以一举两得。这样，
冬菜和酒成为大直沽的“姊妹产
品”，借助酒的销路，也带动了冬菜
的销售，流向台湾、香港、澳门、新
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
宾、印尼、柬埔寨、老挝等地区。由
于市场需求量大，大直沽制作冬菜
的作坊也越来越多。最初以山东
人经营的东全居、东露居两家酱园
最为著名。此后，永丰裕、永丰泰、
和盛源声名鹊起。清代末年，又被
“三永”（义聚永、源顺永、义丰永）、
“三同”（同源涌、同丰涌、同聚永）
和福源公司、永和裕所取代。后来
这些厂家都以经营烧锅为主，兼营
冬菜。 （未完待续）

选自《天津城市之根——大直沽》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王

巍）为弘扬见义勇为传统美德和社会正
气，营造出人人参与见义勇为的浓厚社
会氛围，日前，区见义勇为协会紧密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入辖区
开展见义勇为宣传活动。

在活动中，区见义勇为协会民警来
到二号桥街福东北里社区卫生院，通过

发放宣传手册和设置展板的方式，向现
场群众和医护人员详细介绍了《天津市
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普及

了见义勇为表彰、奖励、保障、救助等方
面的法律知识，并通过见义勇为人员的
真实事迹，鼓励在场群众和医护人员在

面对灾害事故、突发疾病和违法犯罪
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要及时
帮助他人，并主动为公安机关提供案件
线索，协助抓获违法犯罪人员。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使现场群众和
医护人员更加深入了解见义勇为的真
谛，为营造出“人人崇尚见义勇为、人人
支持见义勇为，人人敢于见义勇为”的
社会风尚奠定了坚实基础。

交警六纬路大队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讲座

营造良好出行环境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日前，六纬

路大队安监民警到丰盈里社区进行“拒
绝酒驾，安全出行”交通安全宣传讲座，
并结合“交通文明进校园”活动与天津
音乐学院学志愿者一同到天津市丰盈
里社区进行交通安全宣传。

在活动中，通过大屏幕播放交通安
全相关知识，讲述酒驾对自身、家庭、社
会的危害，结合真实案例进行讲解，加

深社区居民对交通安全的重视程度。
通过海报与传单对来往的行人进行“酒
驾醉驾”入刑十周年，“一盔一带”安全
守护行动交通安全宣传，及时纠正逆行
与骑电动车未佩戴头盔等一系列错误
的违法行为，向其讲述逆行的危害，头
盔对我们的保护作用，嘱咐一定要遵守
道路交通安全法，加强心中红线意识，
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保证出行安全。

本报讯（记者 彭娜）为更好地服务社
区老人，提升老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近
日，唐家口街道南里社区老年日间照料服
务中心开展“‘义’心一意为老人，剪出精
彩献爱心”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长者举
办了一场免费剪发的爱心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贴心地为老人围好
围布，边理发边和老人们聊天，仔细询问
老人对发型、长短等方面的要求，用剪

刀、剃刀耐心细心地修饰出适合他们的
发型。志愿者的幽默风趣和优质的服务
赢得了老人们的赞扬。没有花哨的造
型，却“剪”出了老人们的笑容，同时也
“剪”出了对老年人的关爱。志愿者表
示，关爱老人不仅是一种善举，更是一种
美德，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去关心关爱
老年人，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今后希
望多为老人们提供免费剪发服务。

唐家口街道南里社区开展为老服务志愿活动

“义”心一意剪出精彩

上杭路街道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和义诊活动

营造拥军优属氛围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

员 崔莉旋）日前，上杭路街道退役
军人服务站、关爱退役军人协会联
合上杭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
街道退役军人之家开展退役军人
专场健康知识讲座和义诊活动。

讲座现场，讲师结合秋季养生，
从心理平衡、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健
康生活四方面向退役军人普及健康
知识，提醒退役军人生活中要以合理
的方式加强日常养生保健，逐步养成
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此次义诊活动内容丰富，除了
量血压、测血糖、微循环检测等常
规体检外，还开展中医药诊疗，临
床内科、外科等服务，活动现场，医

务人员认真细致地为退役军人量
血压、测血糖，对常见病、慢性病等
进行初步诊断，针对他们的身体状
况给予合理的健康调理建议，耐心
地解答退役军人们的咨询。同时，
发放相关健康宣传资料和药品，极
大地方便退役军人在家门口看病
就医，营造了拥军优属的良好社会
氛围。

据了解，今后，上杭路街道将
继续开展一系列拥军服务工作，紧
紧围绕“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目标定位，以实际行动扛起
为退役军人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的
使命担当，积极在全社会营造拥军
优属、尊兵崇军的浓厚氛围。

大王庄街道十三经路社区开展宣讲活动

关爱居民防诈骗
本报讯（记者 戚帅）日前，大王庄

街道十三经路社区民警韩宝鑫走上社
区讲台，为居民带来了“科普宣讲进社
区，关爱居民防诈骗”主题宣讲活动。

社区民警将理论知识通俗化、
典型案例故事化、防骗技巧大众化，
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日常诈骗的新型
骗局，包括手机清理软件诈骗、屏幕
共享诈骗、街头扫码领礼品诈骗等，
围绕冒充熟人诈骗、投资理财诈骗、
招工诈骗等9个方面深入剖析常见
的诈骗手法和伎俩。韩宝鑫以“冒
充公检法”案例剖析了网络诈骗手
段及危害，通过现场问答的方式，传

授防骗方法和技巧。韩宝鑫为大家
推荐了防诈骗的微信公众号，还给
大家送上了各种防诈骗的宣传手
册，并提醒大家不要被各种假象所
迷惑，注意保护好个人的身份信息，
遇到各种骗局一定牢记“六个凡
是”，一旦上当受骗，立即报警。

本次宣讲活动主题鲜明、内容
丰富、互动性强，受到居民的普遍
欢迎，效果显著。参加活动的居民
表示，听了宣讲涨知识了，以后更
加不轻易相信陌生人来电，不明短
信不点击、不回复，不信骗子们的
“花言巧语”，拿不准的就找警官。

春华街道秋实园社区开展插花活动

花语献礼丰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