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红十字(天津)心理救援队组建

世界精神卫生日

精神卫生同伴支持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天从我市2022年世

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宣传活动上获悉，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天津市红十字会、天津市安定医院
共同组建中国红十字（天津）心理救援队，加强
中国红十字会及我市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提高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
件下的救护救援水平。市安定医院将主要负
责管理心理救援队业务培训和日常演练，配合
市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援等。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天是世界精
神卫生日，市安定医院启动本年度精神
卫生同伴支持项目。精神卫生同伴支持
是由精神康复者为病友提供支持和辅导
的一种康复模式，以帮助他们改善功能，
早日回归社会。我市是该公益项目全国
试点地区之一，市安定医院为项目执行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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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先行先试特殊优势 协同推动前沿领域政策和产业创新

天津自贸试验区增两个联动创新示范基地

疫情快报

10月9日0时至24时

无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

宁河区开建麒麟桥

“让路”古树名木 留住“城市记忆”

北辰225岁鸳鸯古槐成假日网红景点

从传统讲解员到线上主播
——80岁义务讲解员张振东与“五大道”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昨日，中国（天
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发文，批
复同意在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天津（滨海）
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以下简称
“离岸基地”）建设天津自贸试验区联动创
新示范基地。

据了解，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政
策与产业创新发展局在全国首创了自贸试
验区联动创新示范基地建设模式，发挥自贸
试验区先行先试的特殊优势，择优筛选业界
影响广泛、技术实力突出、创新需求强烈的
创新平台建立联动创新示范基地，协同推动
前沿领域政策和产业创新。去年已在国家
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国家干细胞工程产品产

业化基地建设了两个联动创新示范基地，在
数据产业化、基因与细胞治疗领域开展创新
探索并取得了较好的阶段成效。

根据批复，在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建设
的联动创新示范基地将围绕绿色低碳金
融体系建设开展制度创新，提升综合性、
多样化服务能力，打造“双碳”综合服务平
台，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绿色转
型。聚焦新型碳资产交易、绿色金融、碳

普惠等领域，推动环境权益交易变现、绿色融
资供需对接、标准体系开发和应用、人才储备
和成果转化机制建设，打造市场化、国际化、
全能化的“双碳”综合创新平台。

在离岸基地建设的联动创新示范基地将
围绕海外人才与科技创新融合，加强引智引
才，加快建成科技创新区，探索建设离岸科技
创新中心，服务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聚焦人才引进、对外投资、知

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平台建设等领域，促
进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跨境自由流动、自
由组合，以服务、政策、模式创新解决成本、壁
垒方面的问题，打造国际化、全要素、便利化
的离岸创新创业孵化转化平台。

近年来，天津自贸试验区持续加大体制机
制创新力度，加强联动创新的相关举措在最新
修改的《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中予
以固化。2021年至今，已先后在滨海高新区、
中新生态城建设了联动创新区，并在具有代表
性的创新平台建设联动创新示范基地。近期，
天津自贸试验区还在滨海新区6个街镇园区设
立了自贸试验区创新实践基地，进一步扩大自
贸政策外溢性，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天津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39号通告。为进一步
加强防范新冠疫情“津外输入”风险，全面排查国庆假期人员
流动带来的新冠病毒感染隐患，巩固当前疫情防控成果，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和身体健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决定今日6时起，在全市范围开展全域人员核酸检测。

凡居住在我市的广大群众，采样前要在当时居住地保持
原地静止，有序到指定地点进行核酸检测，不落一户、不漏一
人。高、中、低风险区域和静态管理区域的居民要严格服从属
地街道管理。其他区域居民采样后需持有本次核酸筛查采样
证明和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可安排上班、上学等必要出行。
来返津人员要主动向社区和单位报备，并进行落地核酸检
测。全市各级机关、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各类公共场所要严
格落实查验职责，要严格查验本次核酸筛查采样证明、72小
时核酸阴性证明、场所码和健康码。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昨日，宁河区
麒麟桥项目启动。据了解，目前宁河芦台
城区蓟运河上只有一座光明桥和一座老桥，
两岸百姓出行不便。麒麟桥建成后，将成为
连接宁河芦台城区、桥北新区与经济开发区

的纽带，促使三区交通“大循环”更加顺畅。
麒麟桥采用现浇箱梁结构，造型优美，侧面
为镂空，并安装现代景观照明设施，将成为
城区一大景观。该桥起点为桥北新区滨水
西路，终点为开发区海龙路，全长1250米。
该桥设计等级为城市主干路，双向六车道，
设计车速为每小时50公里，总投资额2.6亿
元，计划于2025年建成通车。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文并摄

国庆假期，位于北辰区宜兴埠镇的两
棵古槐树成了网红。当地居民告诉记者，
古槐作为该镇的历史象征，承载了众多古
镇人的回忆。宜兴埠镇旧村改造过程中，
为保护一株225年树龄的鸳鸯古槐，相关
部门颇费了一番苦心。

沿普济河道拐入新修建的宜兴路，大
约三四百米的位置，道路中央有一大片绿
岛，鸳鸯古槐就在绿岛中心。古槐旁立有
北辰区城市管理委在今年5月制作的“天
津市古树名木”牌子，其上有古树的编号
及“国槐，树龄225年，保护等级三级”等字
样。手机扫描二维码后还会显示出古槐
的详细信息，如高15.5米，干周3.5米，原址
为镇上某大户祠堂等。

距离鸳鸯古槐100多米是新建的碧霞
宫公园，内有一棵树龄为160年的龙凤古
槐，同样为“天津市古树名木”。大树高
10.5米、干周1.9米，据说为明初苏姓大户
所植。这棵树被围墙包围保护起来。

对于土生土长的宜兴埠镇人来说，这
两棵古槐见证着该镇历史变迁。过去，为

使后人不忘故里及祖德、祖训、祖绩，先民们
到了新的聚居地便普种槐树，古槐自然成为
移民文化的活化石。宜兴埠镇志办主任孟宪
冬是在古槐树下长大的，“鸳鸯古槐原来在人
民公社大院西侧，后来那地方成了宜兴埠小
学教师宿舍，龙凤古槐则在我家老宅院内。
可以说，我们姐弟三人是在古槐树下长起来
的。听我父亲说，我们三个人的胎衣都被埋
在了古槐树下。小时候每到夏季，大人们在
古槐树下纳凉聊天，孩子们则在树下打闹玩
耍。古槐承载着很多人儿时的记忆。”

孟宪冬表示，古槐成为了几代宜兴埠人

的人文记忆和精神寄托。在重大节日里给老
槐树系上红色丝绸祈福美好生活，一度成为
本地居民重要的文化民俗活动。如今，宜兴
埠镇正在进行旧村改造，宜兴路老街是该镇
重要的街道，原本位于街边的鸳鸯古槐因宜
兴路的拓宽“跑”到了路中间。从最大限度保
护老街道路基底和城市历史脉络的角度出
发，在规划建设中通过巧妙设置路中的绿岛，
鸳鸯古槐被妥善保护下来，成了新城市界面
路中风景。而龙凤古槐则被保留在新建的碧
霞宫公园内，设计专门的维护结构，辅以植物
点缀装饰。

■ 本报记者 赵煜

“五大道总长度为 17 公里，有 2185
栋风格不同的小洋楼，300多位名人在此
居住过，每一栋小洋楼里都发生过很多
故事……”国庆假期，80岁的张振东老先
生穿梭在五大道，用浑厚的声音为一拨拨
游人讲解小洋楼里的故事。其实，张老先
生不仅是现场义务讲解员，还是一名网红
主播，他的五大道短视频点击率达到33
万次。听过他讲解的人都说：“五大道上
2000多座小洋楼遇到了对的人。”

和张振东先生约见的地点是民园广
场客服中心，白色衬衣、黑色裤子，皮鞋擦
得锃亮，银发梳得一丝不苟，看上去就是
一位严谨、干练的老人。张振东喜欢这里
的建筑，更喜欢建筑背后的故事。退休

后，他便在五大道做起了志愿者，为游客
讲述小洋楼的前世今生，已达20年。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来五大道旅
游的人少了。坐在家中的张振东闲不住，
每天翻阅资料不断填充讲解内容，然后讲
给自己的孩子们听。有一天，张振东的儿
子提议：“这么多好东西没人听太可惜
了。要不您把这些录下来，发到网上吧。”
张振东一听来了兴趣，决定先录一段试试
水。选了半天，选中外交家顾维钧的故事
作为开篇，题目叫《远渡重洋苦求学，亮剑

巴黎镇四方》，没想到视频发出去点击率并
不高。张振东很挠头，为什么讲得如此生
动，浏览量上不去呢？经过不断尝试和总
结，张振东发现网上短视频都是短小精炼又
趣味性很强，而自己的视频题目就不吸引
人，太文绉绉了。于是，他把故事分成几小
段儿，每段都起一个抓人眼球的名字，每次
讲一点儿，像说评书似的留个扣儿，视频的
浏览量一点一点升上来了。这激发了张振
东的创作热情，有时一天就要发上两三条视
频，到现在已经发布了近200条视频，累计播

放次数达到33万多次。张振东告诉记者：
“我用名人的故事来链接，挖掘整理历史人物
的家风、家事和爱国情怀，把值得回味的鲜活
历史记录并留存下来。”

他的行为也带动了自己的孩子，其子张
大林子承父业，服务游客讲解已近10年。张
振东总是告诉孩子，游客如果只观赏建筑街
道而不去了解历史，那么五大道就没有看明
白。讲解员就是要从文化角度用浅显易懂的
语言让大家了解历史，五大道是一笔宝贵的
文化旅游资源，一定要传承好。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10月9日
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无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阳性感染者。

宜兴路绿岛中心的鸳鸯古槐。

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普查结果显示，我

市共有古树名木4639株，分布在全市14个

区，按照等级分为：一级古树170株，树龄500

年以上；二级古树537株，树龄300年至499

年；三级古树3932株，树龄100年至299年。

按生长场所分布，建成区130株，建成区外

4509株。截至目前，全市建成区外古树名木

完成了挂牌建档，建立了古树名木基本信息

台账，各涉农区安排专人定期巡护，做到精

细化管理，明确各责任主体对古树名木周边

环境进行清理，对生长状况及病虫害情况进

行实时监测，发生病虫害及时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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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警机器狗 挑战无极限

■ 本报记者 黄萱

奔跑、跳跃、翻跟头……两只无所不能的机器狗出现在天
津公安特警总队，灵活的四肢，敏捷的动作，还会逗趣卖萌，撒
娇求表扬，这样的机器狗让人无法不爱。据悉，未来这两只机
器狗将协助特警执行任务。

警犬，相信人们并不陌生，它们或英俊，或威猛，身姿矫
健又和警员配合默契。而金属制成、外表冰冰凉凉的机器
狗，你能想象出它的样子吗？它们也能钻火圈、跳高墙、在独
木桥上行走自如吗？天津公安特警总队就有这样的机器狗。
操作手于德水告诉记者，针对特警实战工作需要，这两只四足
仿生机器狗采用无线遥控操作模式，具备机动灵活隐蔽抵进
的能力，在狭小密闭空间、崎岖地形环境具有很强的跃障能
力，在危险复杂环境配合搭载各类装置能够完成隐蔽侦查和
精准打击任务。

于德水与这两只机器狗打了一年多交道，从刚开始不知
从何下手，到现在已经能熟练操作，指挥起机器狗来自如极
了，“最开始是从基础动作练起，慢慢地增加难度到组合动作，
再然后就可以执行任务。”这一年多，于德水和机器狗相互磨
合适应，在他的操控下，机器狗可以前进、后退、快慢跑、趴下、
翻跟头、上下楼梯……也可以坐立，双手合十，像真的狗一样
卖萌，甚至可以做出让人心融化的“歪头杀”，十分讨人喜欢。
两只机器狗因体型大小不同分工也不同，体型较大的像警犬
中的德国牧羊犬一般，载重量大，可以实现无人化的特殊作
业。体型小的和史宾格犬相类似，它跑得快，灵活度高，可以
钻到人无法到达的地方。

两只机器狗除了掌握一些基本技能外，还可以根据任务
需要拓展新的功能和使用范畴，目前机器狗只在日常演练中
使用，在封闭空间进行侦查等作业。未来，这两只机器狗将参
与到实战中，执行应急救援、巡逻、侦查等任务。

机器狗的出现不免会令人担心，真的警犬会被替代吗？
记者从市特警总队得到了否定的答案。机器狗和警犬的分工
不同，警犬具备扑咬功能，面对犯罪分子可以直接扑咬抓捕，
而机器狗虽不能扑咬，但其无线遥控模式可以在无人的情况
下作业，二者均有特殊的技能，互相辅助而不会相互替代。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今日6时起全市开展核酸检测

日前，位于红桥区子牙河北岸的健康主题公园步道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目前，我市高校
新生陆续入学，天津市生源地助学贷款现
场申请工作基本结束。昨天，记者从教育
部门获悉，今年我市生源地助学贷款金额
首次突破2000万元，较去年增加84%，惠
及全市1900余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贷
款将于11月中旬统一发放。

生源地助学贷款为信用贷款，无需抵
押或担保。贷款额度上限提升至本专科
学生12000元、研究生16000元，可覆盖学
生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及交

通费等基本保障。该贷款实行最优惠政
策，贷款期限最长可达22年，贷款利率全
程下浮，学生在校期间利息由财政全额补
贴，毕业后5年内无需归还贷款本金。

为有效应对新冠疫情，我市有关部门
还通过推行远程续贷、延长贷款受理时限、
推迟回执录入时间等举措，确保精准资
助。同时，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对借款学生
申请的提前还款进行了退息及自动减免利
息操作，保证借款学生都能公平地享受国
家政策。

我市生源地助学贷款首破2000万元
11月中旬统一发放 惠及1900余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本报讯（记者 姜凝）从天津大学获悉，
在第十届未来设计师·全国高校数字艺术
设计大赛上，该校斩获包括4个一等奖在
内的13个国家级奖项，创下天津高校在本
次大赛的最好成绩。

未来设计师·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
赛是我国艺术设计领域一项高规格、高水平

的专业赛事。本届大赛有1500多所高校参
赛，作品征集总数超过16万件。天津大学参
赛团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夺得包括4个一
等奖在内的13个国家级奖项和11项一等奖
在内的18个省级奖项。其中参赛学生周一
凡的作品《琴展琴舒》“连中两元”，先后荣获
省赛和国赛一等奖。该作品将传统的建筑
室内设计与音乐艺术跨界融合，用音乐的听
觉之美引导造型逻辑和室内布局，打造了一
间充满未来创意、满足多样化社会业态需求
的新形态音乐主题书吧。

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天大获13个国家级奖项

延伸阅读 天津“500岁”以上一级古树170株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更新近期区域
排查管控范围，涉及的相关人员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四川省泸州市
叙永县；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湖北省荆州市荆州
区、沙市区；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万柏林区、迎泽区、小店区，
晋中市祁县，运城市盐湖区、万荣县；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河
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旅居史的来津及返津人员实施抵津前
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核验制度。7日内具有重点疫情地区
（除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实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含同住
人员）至离开重点疫情地区满7日，前3日及离开重点疫情地
区满7日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阴性解除管理。7日内具有
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按照现行政策执行。

新增具有上海市旅居史的来津及返津人员实施抵津前
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核验制度，10月1日以来具有重点疫
情地区旅居史的人员，抵津后连续3日进行核酸“日检测”（首
次检测为抵津后6小时内，单次采样间隔24小时）。7日内具
有中风险区及中高风险区所在区旅居史的人员，实施居家隔
离至离开重点疫情地区满7日（在津管理不足3日者居家隔离
至满抵津后3日），纳入管理前3日及离开重点疫情地区满7
日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阴性解除管理；7日内具有高风险
区旅居史的人员按照现行政策执行，在津管理不足3日者居
家隔离至满抵津后3日，并进行核酸“日检测”。

新增具有河南省郑州市旅居史的来津及返津人员实施抵
津前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核验制度，7日内具有重点疫情
地区（除中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实施居家健康监测至离
开重点疫情地区满3日，纳入管理前3日及离开重点疫情地区
满7日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阴性解除管理。7日内具有中
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按照现行政策执行。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