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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雯婧

黑框眼镜、一套稍显肥大的灰色西服套装、一双白色运
动鞋——对于北辰区河头学校初三3班的47名学生来说，
即使“中考”临近，但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教学中，只要看到
这身打扮的“老林”出现在眼前，心里就特别踏实。
“老林”并不老，是一个标准的“85后”。2007年，22岁

的林茂从安徽师范大学思政专业毕业。抱着对大城市的向
往，他来到天津北辰区，被分到了河头学校任思政教师。
那一天，从教育局办完入职手续后，坐在校长借来的车

子里，林茂看着窗外，一栋栋高楼正在“疾驰”向后，映入眼
帘的是一间间平房和一片片庄稼地。正午时分，车子停在
了上河头村的一栋教学楼前。林茂走下车，站在河头学校
的门牌下陷入了沉思，“确实没想到，迎接我的不是繁华的
都市生活，而是偏远的乡村学校。不过，我从农村考出来，
知道乡村学校的责任，更明白教育对于农村孩子的特殊意
义。我会成为一名好老师的。”跟老校长说完这些，林茂扛
起行李，大步走进校园。在他的身后，艳阳高照。

不过，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很快给了林茂一个“下马
威”。第一节思政课上，带有浓重南方口音的林茂刚一开
口，就引得全班哄堂大笑。那节课，学生们笑了40分钟，林
茂的脸红了40分钟，讲课的声音小得连坐在第二排的学生
都听不清。终于捱到下课铃声响起，他抱起书本落荒而逃，
教室里的笑声更大了。

“怎么办？”
当所有人都为他捏了把汗时，林茂选择从条件较好的

集体宿舍，搬进了学校附近一处无人居住的小平房。房屋
矮小破旧，周围的杂草有一米多高。每天清晨，院子里的每
一颗小草、每一根树枝、每一块砖头都成了林茂的“学生”。
讲到动情处，他潸然泪下；讲到兴奋时，他手舞足蹈。同样
是在这间平房里，林茂阅读了数百本教育书籍，写就了几十
万字的教学思考和随笔。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搬进小屋的第二年，林茂获得了区里演讲比赛的第一

名，这也好似为他打开了一扇门。从这之后，林茂捧回了一
个又一个奖杯。

为了让学生能够打心眼里接受自己，身为班主任的林
茂，因为家访，走遍了学校周边的十几个乡村。他写给学生

的近40万字的心灵回信，更是架起了师生间沟通的桥梁。
就在师生间的“距离”在一次次心与心的交流中被拉近之

时，河头学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天津市三轮义
务教育学校的现代化建设，原本的土操场变成了塑胶跑道的
标准体育场；修建一新的教学楼配备了现代化的实验室、图书
室；曾经的旱厕也变成了水冲厕所……
而让林茂感受最深的，还是近年来，全社会对思政教育的

重视。“跟10年前相比，学校里的思政老师数量多了一倍，思
政课堂也不再是死气沉沉，校园思政教育氛围越来越浓。”
为了让学生们“爱”上思政课，林茂打破传统，创造了独特

的“游戏快乐式”“今日说法”“活动体验”等课堂模式。讲“百
年党史”时，林茂通过情景再现，架起学生和党史人物、事迹之
间的桥梁。讲“中国自信”时，他通过“疫情下中美国家治理效
能的差异”等鲜活案例，深刻讲解中国制度优越性，中国共产
党的先进性……从他的炯炯目光中，学生们感悟出中国共产
党的胆识和魄力。
“让中国红自然着色，让孩子们都有一颗‘中国心’是每一

名教师教育人生的鲜明底色。”2020年，林茂成功当选首批天
津市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站在答辩台
上，他深情地说。
一切都在变。这一刻，来自于乡村校园的他，已褪去了曾

经的青涩。一切又好似从未改变。在他的心中，曾经的梦想
正在照进现实。
时光荏苒，初心不改。
前不久，林茂组织全班学生一起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共青团员
的殷殷嘱托，学生们深受鼓舞、兴奋不已，大家一起高呼着：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看到这一幕，林茂欣慰地笑了。窗外，正是艳阳高照，亦
如多年前，他第一次来到学校的那个正午……

■ 本报记者 徐杨

未病能防、有病能诊、小病能治、大病能转、慢病能管，作
为居民健康“守门人”，家庭医生们坚守基层一线、扎根百姓身
边，紧密贴合群众医疗健康服务需求，在信息化“助力”下为居
民提供日益精准、精细、便捷的医疗服务。
“太好了，我妈的腿又能动了，实在是太感谢了！”日前，疲

于照顾偏瘫母亲的刘先生喜不自禁，一再对送医上门的家庭
医生翟琳杰等人表示感谢。翟琳杰团队来自大寺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这已是第45次为刘先生母亲上门扎针灸了。
刘先生的母亲80多岁，多次脑梗长期卧床，生活无法自

理。刘先生跟兄弟姐妹轮番照顾，不仅苦于缺乏护理知识，也
无暇总跑医院。后来得知我市基层数字健共体“云服务”平台
可以预约家庭医生上门，他们通过微信公众号为老人预约了
上门针灸等康复治疗。“我经常一次预约一周的治疗，医生到
时间就会准时上门，非常方便。”刘先生说。

在翟琳杰等人的悉心治疗下，刘先生的母亲从无法自主
进食、右侧肢体无知觉、双下肢冰凉状态进入到可自主进
食、四肢有知觉、能轻微活动的恢复阶段。“居家医疗服务帮
我们解决了大问题，我已经推荐给很多邻居了！”刘先生由
衷地说。

（下转第2版）

■ 本报记者 刘国栋

“1万多公斤西红柿在合作社的帮
助下终于卖完啦！拉秧后，我就及时种
上了丝瓜。你看，现在长得多好！”6月
10日，陈玉刚一大早便来到了自己的地
头，两个大棚脱下了塑料膜外衣，棚架脚
下的丝瓜苗已经开始爬藤，满眼的郁郁
葱葱让他脸上洋溢着喜悦。
然而，就在20多天前，本来不愁卖

的欢坨西红柿，却令陈玉刚茶饭不思。5
月18日起，东丽区保持相对静止并严格
限制人员和车辆进出，其中，格呈冷库周
边区域被划定为封控区，陈玉刚位于金
钟街道欢坨股份经济合作社一线地块的
大棚，恰好位于其中。
“盛果期赶上了疫情封控，果子每天

大批大批地成熟，如果运不出去，就会全
烂在地里。”谈到当时的情形，陈玉刚满
脸愁容。其实，在欢坨股份经济合作社，
像陈玉刚一样发愁的农户有500多户，
日产西红柿约1.5万公斤。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在从严从实

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东丽区切实做好
春耕春管和夏收夏播夏种工作，稳住农
业基本盘，打好丰收仗。为了给农户排
忧解难，保住他们的“钱袋子”，东丽区对
封控区的部分蔬菜大棚，采取农户棚区
居住、街道驻点管理的方式，并对种植户
逐一摸排，制定应急销售方案。“有固定
销售渠道的农户，统一由运输车辆将农
产品放到指定位置，由指定工作人员负
责搬运，实现农户和采购商无接触交
易。”欢坨合作社理事长吴家清介绍，针
对大批量集中采收的农户，与区供销社
下属保供单位合作，实行统一采购、“订
单式”供销。

精准供需对接，畅通了产品销售渠
道，西红柿“尽产尽销”，入住大棚的农户
们放下了心理包袱，脸上露出了笑容。
疫情防控不松劲，水稻插秧不误

时。军粮城街的仉宝海与陈玉刚不同，承包了44亩蟹田稻的
他谈及当时，坦承自己丝毫不担心因疫情耽误插秧。“一张‘绿
色通行证’，实现了点对点的出行，我们可以便捷出入社区到
地里去‘上班’。”他笑着说。

（下转第3版）

■ 本报记者 李国惠

“这批货物是海关部门通过执法联动机制刚刚移送过来
的，涉嫌船载危险货物瞒报和夹带，一旦交付运输，会对船舶
航行安全和公众健康构成潜在威胁。”近日，烈日炎炎下的集
装箱堆场，海事执法人员在海关部门的配合下，正对标的箱进
行开箱查验取证。
北疆海事局“津港紫薇花”女子查验团队队长贾蕊说：“依

托‘津港先锋’党建联盟平台，成员单位加大了信息共享频次、
缩短了案件协作处置流程，实现了‘联合会审’‘集中查处’，截
至目前，仅海事海关两家之间移送的涉及危险货物案件就达
18起，都得到有效查处，标的货物累计千万元，极大震慑违法
行为，有效助力平安港区建设。”

据悉，在市委市级机关工委指导下，天津港口区域的9家
市级机关基层党组织于2021年成立了“津港先锋”党建联盟，
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以党建促融合，合力服务港口、
服务企业。
“联盟成立一年来，不仅打破了各部门间的壁垒，形成更

强的工作合力，还叠加了职能资源，拓展融合载体，把党建激
发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干好中心工作的强劲动力，实现了‘1×
9>9’的效果”，市委市级机关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工委牵头
定期邀请港航企业参加“问需企业解难题”调研座谈会，有效
推动北疆海事局通过为天津港轮驳公司量身定制《船舶最低
安全配员证书》每年帮助企业节约成本200多万元，东港边检
站着眼解决天津港C段码头建设难题和业务诉求设计研发
“移动式船舶梯口监控系统”和“网格化管理App”，有效降低
企业成本。联盟单位协同配合，北京冬奥会期间顺利保障13
艘次载有冬奥会重点物资的船舶进港接卸。
据介绍，市级机关工委将结合深入开展“迎盛会、铸忠诚、

强担当、创业绩”主题学习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工作，继续推动
联盟成员单位落实好联动共建共享机制，共建模范机关，进一
步放大品牌效应，为市级机关推进区域化机关党建联盟建设
提供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和运行模式。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樊晓

慧）6月10日，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办公室副主任、第13督导组
组长蒲淳率督导组一行深入市公安局
督导检查，实地查看了刑侦合成作战
中心、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生服务
平台和110接处警大厅工作情况，随
后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就深入
推进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作出
部署、提出要求。市委常委、市委政法
委书记赵飞主持座谈会。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衡晓帆陪同参加。

蒲淳强调，天津公安机关对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高度重视，执
行有力、行动迅速、成效明显。要深刻
认识党中央部署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专项行动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违法犯罪作为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扎实推进。要把深入开展专项行
动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结合起来，
用打击整治的良好成效，全力维护公
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和谐安定的社会
秩序。要加强协同联动，不断推动形
成全社会齐抓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
进一步为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营
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赵飞要求，全市公安机关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决
策部署上来，把抓好督导问题整改作为
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政治检验，提高
政治站位、加大工作力度，全面统筹落
实专项行动各项任务，切实把督导整改
成果转化为推进专项行动的实绩实效，
以优异的打击战绩和为民的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衡晓帆表示，全市公安机关将以
此次督导推动为契机，在线索核查、依法打击、宣传发动、
组织领导上再加力，全力推动专项行动走深走实，切实维
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以实际行动捍卫“两个确立”、做
到“两个维护”、体现绝对忠诚。

■ 本报记者 陈璠

近日，记者从市区出发向东沿着津宁高速，不过半个
小时车程，来到宁河区北淮淀示范镇建设现场。远远看到
示范镇一期安置房北侧的空地上，一座50多米高的钻井架
耸立在蓝天下，悬吊在井架上的钻杆正旋转着向地下挺进。
“正在施工的是一口定向开采井，5月26日开钻，预

计两个月建成。”负责项目施工的市地矿局天津地热勘
查开发设计院（以下简称天津地热院）现场负责人告诉
记者，这口地热井设计深度为3000米，出水温度大约90
摄氏度，每小时出水量可达120立方米。

作为我市首个地热矿权集中打包出让项目——宁河
区北淮淀示范镇地热供暖项目日前已进入全面施工阶
段，将于10月完工，今冬投入使用。

按照市委、市政府“留白、留绿、留朴”要求，为扎实推
进七里海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北淮淀示范镇作为安置七
里海湿地缓冲区村庄生态移民安置项目，正在加紧建
设。该示范镇将充分利用地热资源，按照“一采一灌”（一
对井）的建设要求布设三对地热井。
“这是我市首次采用三对地热井同步出让矿权、同步

建设，实现地热矿权管理模式上的创新突破，有利于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合理布局地热井位置，解决规模性清洁集中供
热。”天津地热院副总工、勘查部主任阮传侠告诉记者。
据了解，此前地热矿权出让都是一个矿权对应一对地热

井，此次我市创新采用集中打包方式出让，一个矿权包括三对
地热井，管理模式从单井开采量控制，变为三对井总量控制，
将使地热开发更加有序。从供热成本来看，采用燃气供热每
平方米成本大约40元，而采用地热供热，成本只有十几元。

记者看到，钻井架旁边堆放着一根根近10米长的铁
管。工作人员介绍，仅一口井就需要用掉300多根钻杆。
该项目采用智能钻井设备，在钻井过程中，通过传感器及时
获得压力、扭矩、温度等钻探数据和地质参数，确保安全可
靠钻进。在距离这口开采井周边2000米范围内，还散布着
另外5口地热井，全部建成后，将覆盖整个北淮淀示范镇供
暖，预计总采量将达到70万立方米/年，年累计供热量

18.24吉焦，每年可节省标煤9960吨，减少碳排放2.3万吨。
“在地热井建设过程中，将配套建设一座能源站和两座

换热站，并且在能源站加装热量表，为今后热量测算做准备。”
天津地热院副院长胥博文介绍，地热井建成并稳定运行后，希
望进一步试点开发地热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项目，
探索天津地热参与碳交易的途径和方法。 （下转第3版）

■ 本报记者 马晓冬

今年1至5月，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二手车出口业务量
持续攀升：相关企业共完成二手车出口 400台，货值约
1100.98万美元，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集综保区和自贸区
优势于一身的东疆，正全力打造中国北方最大的二手车出
口基地。
天津华图汽车物流有限公司是东疆最早获得二手车出

口资质的企业之一，2021年累计出口二手车246台，货值
400万美元。今年一季度，该公司的出口货值已达到450万
美元，超过2021年全年总额。

华图汽车物流总经理史运昇表示，二手车出口的快速
发展得益于强大的市场需求。“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近

两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很快，汽车数量多，产品种类丰
富，二手新能源车也受到‘一带一路’沿线越来越多国家的欢
迎。”他告诉记者，看中产品的高性价比和稳定的供应链，中东
等海外市场对中国二手车的认可度在逐年提升。

天津晟利卡科技有限公司在今年2月获得了二手车出口
资质，3月就拿到了82台、总值200万美元的海外订单。公司
总经理原宏介绍，除新能源乘用车之外，商用车也越来越受到
海外关注。 （下转第3版）

一名乡村思政教师的“变”与“不变”

我市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居民健康“守门人”让百姓心有“医”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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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港先锋”党建联盟助力实现“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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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3000米取热 三对井减碳2万吨
——走进我市首个地热矿权集中打包出让项目现场

东疆二手车迎来“出海热”
前5个月出口货值超1100万美元

林茂独特的课堂模式，让学生们“爱”上思政课。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十年来先后完成两次全国文物普查

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6项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

领略非遗之美 共享保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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