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姜凝

农业生产劳动、系列手创活动、培养一专多能的劳
动教育师资……昨天，我市多所高校把形式多样的劳动
实践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让大学生们在劳动学习和
体验中开阔视野、陶冶情操、锻炼技能、发展个性，促进
素质全面提高，以实现劳动教育树德、增智、健体、育美
的综合育人功能。

清理杂草、翻地、果实采摘……昨天，天津理工大学
明理农场上一派劳动景象。该校化学化工学院30多名
学生在辅导员和园艺员的指导下，于责任田埋头实干，
有条不紊地进行农耕劳作。
“从日常生活劳动、志愿服务劳动到现在走进田间

地头参与农业生产劳动，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劳
动实践平台。”天津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2021级本科
生林鹏说，这让其切实感受到了劳动的魅力。
“我们学校依托明理农场等劳动育人实践基地，把

劳动教育融入各学科课程，构建了特色鲜明的‘劳动+’
系列融合课程；将劳动习惯、劳动品质的养成教育融入
校园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学生的劳动体验、
提升学生的劳动能力、厚植学生的劳动情怀。”天津理工

大学党委书记刘东志介绍说。
昨天，天津工业大学在博雅书院启动“感恩·手创”系列

活动，40名2022级新生代表通过手绘马克杯，体会劳动创
造美、实践助成长。“通过版画、泥塑、面塑、扎染、蜡染、国
画、手绘杯、剪纸等传统文化或技艺的载体形式开展‘感恩·
手创’系列活动，把表达对师长的感恩情怀与感受劳动之美
有机结合，是学校特色劳动教育中的一环。”天津工业大学
博雅书院常务副院长尚绪芝介绍说，学校围绕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打造了统合劳动价值观思想引领、劳动课堂教育、
劳动知识与技能培育和劳动实践锻炼的劳动教育模式。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率先在全国开设劳动教育专
业，这两天该校迎来首批共56名该专业新生。“完成新生报
到等手续后，学校将给新生开展公共基础课程及教育学原
理等专业基础课程，并将在学校炎培园、行知园开展沉浸式
劳动实践，利用劳动教育综合情景体验工作坊进行虚实结
合的劳动认知与体验，作为新生的入学教育。”该校职业教
育学院劳动教育专业系主任王惠颖说，劳动教育教学将强
化学生劳动技能的学习和训练，注重培育学生的劳动素养，
并通过工科专业实践、金工实习、技能训练、师范教育技能
训练、劳动教育实践基地集中实训等教学环节，提升学生的
专业教学实践能力。

疫情快报

9月12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2例阳性感染者均为管控人员

5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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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渐进适应性教育确保学生“不掉队”
——我市部分中小学昨起恢复线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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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北辰区翊辰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

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从线上到线下学习生活的转变。

本报记者 孙立伟 摄

昨日，位于红桥区的天津市第三中学初高三毕

业年级迎来新学期首日线下教学。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高校开学第一课 劳动教育“打头阵”

今年“双11”有啥新看头

渤海亿吨级大型油田一项目投产

预计明年日产原油7100桶

我市首次应用新技术

钢渣铺筑公路沥青路面

对“环保领跑者”减少打扰

584家企业纳入正面清单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年9
月12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2例本土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均系管控人员筛查发现，均为无症状
感染者。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安静了两个多月的中小学校园再闻琅琅读书声。
自9月13日起，我市中小学幼儿园有序恢复线下教

学。其中，和平区、河北区、河东区、南开区、红桥区自9
月13日起，初高三毕业年级恢复线下教学；滨海新区、
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宁河
区、静海区、蓟州区自9月13日起，中小学幼儿园恢复
线下教学。

校园内，口罩下是一张张充满朝气的笑脸。
“老师，您好！”“同学，你好！”昨天一早，北辰区安光

小学一年级的43名新生背着崭新的书包走进校园。这
是师生们第一次线下相见，但彼此之间却没有距离感。
近两周的线上相处，43名学生已经“爱”上了自己的班主
任。在线上，张凤艳和贾桃两位班主任带着各自的学生
认识了学校、任课老师，给学生们讲故事，带着他们做游

戏。“开学前两周主要是适应性教育，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尽
快地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状态。”张凤艳表示，学校创设了
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通过“少年言、少年唱、少年讲、少年
画”等主题活动形成线下课堂教学的多元化，让“线下复
课”充满“乐学”色彩。

恢复线下教学第一天，无论是一年级还是其他年级的
老师们都在尽职尽责地确保每一名学生跟得上“不掉队”。
“请同学们打开英语课本。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第三

单元，练习词汇发音。”昨天8时，天津市第五中学高三8
班第一堂课准时开讲。班上32名学生全部“到齐”，因新
冠疫情无法返校的学生张琴也通过网络出现在课堂上，
视频里的她一边认真聆听老师讲解，一边用心做着笔
记。据了解，针对无法如期返校的学生，红桥区安排各校
按“一生一策”原则制定线上教学方案，指定教师做好线
上教学答疑、生活指导及返校后的学习辅导、心理调适等
工作。“目前新疆高中班全体学生和初高三的7名学生无

法返校，今天已经通过线上方式同步学习线下课程。从
老师和家长的反馈来看，学生听课状态和作业完成质量
很好。”天津五中德育处负责人王超告诉记者，任课教师
会在课上加强与线上听讲学生的互动，课下一对一答疑
解惑，返校后还将帮助他们查缺补漏。

在天津一中，老师们特意调整了上课节奏，循序渐进地
提高教学强度和内容难度。“我们杜绝‘开学猛踩油门’现象，
给学生创设心理适应期，保证学生‘柔适’‘缓释’。对于因疫
情暂未到校的老师，学校安排同年级教师代课或教师远程直
播授课。对于因疫情暂未到校的学生，班级里安排专人直
播。”副校长盛祥平表示，学校将开齐开好体育、艺术、劳动等
课程，让学生从活动角度真正回到线下；同时组织教师利用
早晨、大课间、午休时间，对适应慢的学生进行单独谈话和辅
导，让每名学生从心理角度真正回到线下；加大对电子产品
使用的监管力度，提高课堂秩序和效率，戒除线上上课的后
遗症，让学生从管理角度真正回到线下。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凌晨2时38分，随着最后一孔32
米单线箱梁平稳落在胜芳右线特大桥桥尾，标志着津兴铁路完
成全部箱梁架设任务。至此津兴铁路桥梁全线贯通，为后续加
快推进附属桥面系施工及上砟铺轨作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建设项目管理单位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京南工
程项目管理部安全质量部部长崔兆峰介绍，此次箱梁架设因
邻近既有津霸客专，项目部克服施工难点，在2小时封锁时间
内完成了架桥机过孔、对位、运梁、喂梁、落梁及支座灌浆等一
系列复杂工序，顺利完成了架梁任务。

津兴铁路是连接天津市、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北京市区
的重要干线，东起天津西站，西至大兴机场站，全线长100.79
公里，共设6座车站，分别为天津西站、胜芳站、安次站、永清
东站、固安东站、大兴机场站。其中，天津西站至胜芳站利用
既有津霸客专；胜芳站至固安东站为新建线路，长47.17公里；
固安东站至大兴机场站利用京雄城际铁路。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当很多人还沉浸在中秋佳节的氛
围中，阿里巴巴已将今年“双11”时间表提前透露出来。紧跟
着，京东也发布了“双11”的“四新”举措。进入第14个年头的
“双11”购物节有啥新看头？

记者从阿里巴巴方面获悉，“2022天猫双11全球狂欢季”将
于10月24日晚8时开启预售，10月31日第一波开卖，11月10日第
二波开卖。今年“双11”的两波开卖时间均提前至晚8时开始，
并且缩短了预售时间。阿里巴巴表示将为消费者提供“史无前
例的惊喜”，并为年轻人和中小企业的创业发展提供帮扶举
措。无独有偶，京东也推出招募新商家、建立新机制、推出新服
务、开启新增长的四大举措，提出多措并举为中小微商家带来
可持续增长。电商行业发展到今天，守住存量、做大增量，吸引
更多的年轻人和中小企业已成为必选。一些“剁手党”表示，希
望少噱头、少套路，实实在在优惠，简简单单算法。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获
悉，渤海亿吨级大型油田——垦利6—1油田10—1北区块开
发项目投产，为我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完成2022
年增产目标注入了强心剂。该项目预计2023年可实现日产
原油约7100桶的高峰产量。

垦利6—1油田10—1北区块开发项目位于渤海南部海
域，平均水深约19米，主要生产设施包括1座生产辅助平台和
2座无人驻守井口平台，计划投产开发井25口，其中，生产井
16口、注水井9口。据了解，垦利10—1北区块是渤海莱州湾
北部地区浅层发现的首个亿吨级大型油田垦利6—1油田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充分释放单井产能，该项目H3H井首次采
取智能分采管柱，实现了用1口水平井精细开采2个砂体的新
模式，为相同模式油藏的开发提供了实践经验。

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日
前，市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组织市交通科学研究院及相
关设计施工单位在G112京环线、S102津芦线修复养护工
程中，首次成功实施了钢渣沥青混凝土试验段铺筑，铺筑总
长度达2千米。这也是我市首次将钢渣应用于公路沥青路
面铺筑。

据介绍，钢渣作为工业废渣替代沥青混合料集料，具有
耐磨、抗滑、强度高、与沥青黏附性好等特点，可有效提升道
路养护品质。将钢渣“变废为宝”，能够有效缓解优质筑路集
料匮乏问题，是实现低环境负荷和低资源消耗道路工程建养
的重要手段，对促进交通绿色发展、助力“双碳”具有重要意
义。“我们会同有关单位进行了多次专题研究推动，调研钢渣
来源、把控原材质量、完善施工方案、精准过程控制，全方位
保障了本次钢渣沥青试验段铺筑高质量、高标准完成。”

本报讯（记者 曲晴）“我们将已安装自动监控、重点民生
保障以及被评为我市‘环保领跑者’等六种类型的企业纳入
正面清单管理，对清单内企业实施分类分级监管，减少对守
法企业的打扰。目前全市纳入正面清单企业达到584家。”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总队长李东说。

自从制定了《天津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切实避免
了行政处罚随意性、任意性和“同案异罚”现象，重新修订的
《天津市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将不予处罚的情形
由12种增加至25种。同时，动态更新检查对象名录库，实现
对不同检查对象的分级分类管理，目前已收录检查对象5.9万
家并进行标签化管理。对守法企业做到一次检查全部查清，
减轻被检查对象负担。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环境污染犯罪
立案675起，下达处罚决定336件，共办理行政、刑事案件11
起，其中两起案件被生态环境部作为典型案例全国通报。

本 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市商
务局获悉，自8月 20
日天津“品质生活
节”启动以来，由市

级财政投入资金发放的“津乐购”消费券得到了市场的积
极响应，截至9月12日24时，已发放补贴1.16亿元，拉动消
费超过38亿元，撬动比达1:33。

据介绍，在各类消费补贴中，汽车类的申请最为火
爆，总计6000万元的补贴已于9月11日上午10时发放完

毕，比原计划的结束时间提前近20天。申请补贴人数达
18592人，实现销售金额36.2亿元，撬动比高达1:55。特
别是中秋节当天，申请补贴人数达到了3015人，申请补
贴资金974.2万元，实现销售5.35亿元，达到节日期间的
高峰。

与此同时，家电、百货零售、餐饮文旅消费券也引发消
费热潮，线上线下参与活动的商户超过6万家，截至目前已
发放5589万元，拉动消费近6亿元，撬动比达1:10.7。

据了解，京东App第三批家电、百货零售消费券于昨
日上午9:30开始发放，预计9月25日结束。该批次消费券

增加了家电类数字人民币消费券，包括满300元减30元、满
200元减20元两种类型。银联“云闪付”App的线下家电、百
货零售消费券还将发放两期，时间为9月16日和9月23日
的上午 11:00、11:30。燃气灶专属消费券也将在上述两个
App持续发放。

此外，在发放到店餐饮消费券的基础上，9月10日起，美
团和大众点评App又增加了外卖消费券。根据疫情防控形
势，市商务局将会同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有计划地恢复发
放酒店、景区消费券，增加电影、剧场演出消费券，进一步活跃
文旅市场。

1.16亿元撬动38亿元 购车补贴提前发放完毕

“津乐购”消费券点燃市民购物热情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目前，我市本轮本土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仍有管控区域检
出阳性感染者；同时，中秋节过后，我市仍面临境外、津外疫情
输入风险。为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做到早发现、早处置，牢
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9
月15日在全市范围开展核酸检测。

9月15日6时起，开展全域核酸检测。凡居住在我市的
广大群众，采样前在居住地保持静止，按照各区防控指挥部统
一部署和街道（镇）、社区（村）组织安排，有序到指定地点进行
核酸检测，不落一户、不漏一人。高中低风险区域的居民要严
格服从属地街道管理，其他区域参加完筛查采样人员可正常
上班、上课等必要出行。

全市各级机关、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要督促员工及时在
居住地或必需的岗位工作地参加核酸检测。各区各行业要强
化返岗前查验参加本次核酸筛查采样的有效证明。对于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后48小时内人员，暂不安排参加此次核酸检
测。各类公共场所要严格落实场所码、健康码和本次核酸筛
查采样证明的查验，对于未参加本次核酸筛查的，要及时提醒
到就近核酸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对拒不配合、不支持、涉嫌
故意逃避核酸检测、扰乱秩序、瞒报、谎报、伪造信息的人员，
将依法从严追究法律责任。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明日6时起全市开展核酸检测

津兴铁路桥梁全线贯通

昨日，西青区实验小学恢复线下教学，精彩生动的

“第一课”帮学生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

通讯员 袁忠清 本报记者 潘立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