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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4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天宫课堂”第三课开讲 3位“太空教师”首次在问天实验舱授课

点燃科学梦 种下爱国情

全国首套“零碳示范单元标准体系”实施

率先在中新天津生态城应用

天津总装空客A320飞机

首次使用可持续航空燃料交付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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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雯婧

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
10月12日，“天宫课堂”第三课开启。

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航天员陈冬、刘洋、蔡
旭哲变身“太空教师”，为广大青少年带来
了一堂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也是中国航
天员首次在问天实验舱内进行授课。我市
中小学组织学生以不同方式观看了这场激
动人心的课程直播。多所中小学在课程开
始前还对学生们进行了一次科普教育。
“同学们，大家猜猜，一会儿我松手后，

塑料管里的水会停留在什么位置？3、2、
1……”昨天下午，在耀华中学教学楼外，高
一2班的学生们在物理老师陈健的带领下，
兴奋地围在一条从4楼垂直放下的塑料管
旁。随着倒计时声响起，所有学生都瞪大了
双眼，仰起头来望向塑料管里水柱停留的地
方。“哇！”当站在4楼窗口的物理老师报上水
柱的高度为10米后，学生们发出了惊叹声。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著名的托里拆利实
验。我们在地面上，在大气压强的作用下，
水柱在塑料管里大概稳定到10米的位置。”
陈健向大家解释原理。随后，他又向学生们
演示了毛细管液柱爬升实验，并提出了这样
一个问题：“如果这两个实验换到太空里去
做，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带着这样的问题，
师生们一起进入了直播课堂。
“同学们好！我是神舟十四号飞行乘

组航天员陈冬，今天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
问天实验舱，与大家一起继续探索科学奥
秘……”随后，“天宫课堂”第三课正式开
讲。陈冬、刘洋、蔡旭哲3位“太空教师”联
袂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毛细效应实验、水
球变“懒”实验、太空趣味饮水、会调头的
扳手等5个实验，详细讲述了实验背后的科

学原理，并对植物生长研究项目进行了介
绍。随着一个个神奇太空现象的出现，学
生们心中对宇宙空间的向往和热爱科学
的激情被一次次点燃。

在天津师范学校和苑附属小学，观看
直播的学生兴奋地围在学校的“特邀嘉
宾”——红桥区少年宫从事航模制作20余
年的金国林老师身边。金老师一边教大
家动手制作火箭模型，一边为大家讲解火
箭的构造和升空原理。
“火箭头部为什么是尖的？”“火箭需要

多少燃料才能升空？”“助推器的数量为什
么都是双数？”孩子们聚精会神地看着，兴

趣满满地讨论着。不一会儿，一个逼真的
火箭模型新鲜出炉。“大家想不想让咱们的
‘火箭’飞起来？”“想！”孩子们异口同声答
道。于是，操场上，在大家的注视下，“火
箭”在小型发动机的带动下拔地而起、直冲
云霄。孩子们心中的小小“航天梦”“科学
梦”也跟随火箭一起奔向蓝天。
“这两年，随着‘天宫课堂’陆续与大

家见面，我能感受到孩子们对航天活动的
兴趣越来越浓，更多的孩子热衷参与各类
科技活动。”天津师范学校和苑附属小学
科学教师李庆说。
“一代航天人，承载一代梦；一代航天

梦，铸就中华魂！”同一时间，天津市第四中学
高三9班正在进行一场主题班会。“天宫课堂”
第三课直播让学生们看得激情澎湃。当班主
任王海涛在黑板上写下“梦启九州，星河灿
烂；神舟飞腾，砥砺前行”两行字时，学生们的
神情十分激动。
“今天，我们组织学生观看了这场特殊的

直播。‘天宫课堂’不仅点燃了青少年的科学
梦，更是一堂爱国思政大课。它让我们的学
子感受到无比震撼和自豪，盛赞祖国的强
大。我们也将充分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运
用到课堂教学中，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做
新时代好少年。”耀华中学校长侯立瑛说。

本报讯（记者 陈璠）昨日，空中客车
在天津交付中心向中国东方航空交付了
一架A320neo飞机，其交付飞行将使用
5%的可持续航空燃料（简称“SAF”）。这
将是由空客在中国总装的单通道飞机
首次进行SAF交付飞行，开启了空客单
通道飞机在中国的绿色之旅。

可持续航空燃料是以废弃的动植
物油脂、油料、城市生活垃圾和农林废
弃物为原料，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替代

燃料。相较于传统的化石燃料，SAF燃料
从原材料收集到最终用户使用的整个过
程中产生的碳排量最高可减少85%。与以
往空客在欧洲实现的SAF飞行不同的是，
此次交付使用的SAF燃料由空中客车向中
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采购，并由中国
石化镇海炼化厂使用餐饮废弃油作为原
材料炼制生产，是中国首套可持续航空燃
料工业装置实现规模化生产后的首批国
产SAF燃料。此后，所有在空客天津接收

飞机的客户都可以选择在交付飞行中使用
一定比例的SAF燃料。这是空中客车携手
中国合作伙伴，共同践行实现绿色可持续
发展航空业承诺的又一切实举措。

目前，所有空客机型的飞机均可使用
最高50%的SAF与航油混合飞行，空客计
划在2030年前获得100%SAF商业飞行取
证。自2021年3月以来，空客已完成在
A350、A319neo及A380上使用100%SAF的
试验飞行。

市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 揭露养老诈骗“套路”

别冲动购买！警惕收藏品投资骗局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高军平 王娜）在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专项行动中，各种针对老年人的
骗术浮出水面。昨日，市检察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典型案例，希
望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

自今年4月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检察机关
共办理养老诈骗犯罪案件81件，批
准逮捕47人，提起公诉113人；围绕
保障老年人消费安全和食药安全，
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5件、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1件；全流程追赃挽损，
共追缴、督促退赔人民币2100万余
元，查封房产5套，扣押汽车17辆。

防骗，识破套路是关键。在检
察机关对外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
趁子女不在身边，专盯空巢老人下
手，多次到被害人家中通过陪伴聊
天等虚假关怀手段取得被害人信

任，分5次骗取被害人现金120万元；也
有向老年人群体公开宣传投资项目，
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进行非法集资，共
募集资金400万元；还有通过上门推
销、顾客介绍、门店兜售等方式专门向
老年人售卖“神药”，不到两年时间骗
子对外销售“神药”10600盒，销售金额
15.9万元。
“还要警惕以收藏品投资为名的

养老诈骗犯罪。”市院第四检察部副主
任陈辉说，很多老年人有投资收藏品
的爱好，但大多数缺乏收藏品专业知
识，也不了解拍卖行业的规则。一些
非正规收藏品投资拍卖公司以高价回
收为诱饵，吸引老年人购买虚假“藏
品”，致使老年人遭受经济损失。提醒
老年人进行收藏品投资时，要核实公
司资质，对藏品价格客观谨慎判断，切
勿轻信对方提供的高价鉴定，更不能
因对方所作承诺而冲动购买“藏品”。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中新天津生态城获悉，全国
首套建立在生态体系下的“零碳示范单元标准体系”正式实施，
并率先在生态城应用，将推动社区、工厂、产业园区等领域先行
先试，探索“低碳—超低—近零—净零”的有效减碳路径，力争形
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零碳或低碳示范单元，持续为天津和中
国北方地区城市的低碳发展、碳中和提供样板。
“零碳示范单元标准体系”有4项内容，包括《零碳社区认定

和评价指南》《零碳产业园区认定和评价指南》《零碳工厂认定和
评价指南——通则》和《零碳工厂认定和评价指南——汽车整车
制造工厂》，涵盖社区、工厂、产业园区等领域。该标准的核心内
容涉及控制指标、碳排放量核算、认定评价。控制指标即衡量认
定对象实际工作的尺度，是在零碳示范单元体系下对认定对象
工作绩效评价的关键指标，标准设置借鉴生态城绿色建筑、可再
生能源利用、绿色出行、无废城市建设、绿色低碳产业等领域的
发展经验和成果；碳排放量核算明确了核算边界和方法，给出核
算数据获取路径，确保零碳创建可量化；认定评价综合考虑控制
指标符合程度与碳排放量核算结果后，对认定对象零碳水平进
行评级，从高至低为零碳、近零碳、超低碳和低碳。

市应急局等确保秋冬季森林防火形势平稳

启动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我市已
进入秋冬季森林防火期，全市各区、各单位盯紧气象气候变化情
况，强化对森林防火的监测预警和研判，增加巡护力量、延长巡
护时间，将火灾风险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确保我市森林
防火形势平稳。

在森林防火期内，市规划资源局、市应急局、市公安局等围绕
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林区输配电设施火灾隐患专项排查治
理、野外火源治理、查处违规用火行为等重点任务，启动森林火灾
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同时，联合公安、气象、电力等部门推
动各涉农区开展隐患排查，消除风险隐患。市应急局、市规划资
源局结合疫情防控要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市10
个涉农区森林防灭火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推动，重点调研防灭
火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源头管控和应急准备等情况。

此外，我市着眼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常态化，推动防灭火宣传
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提高市民的森林防火
意识。市消防救援总队做好灭火救援准备，各支扑火专业队、半
专业队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在风景区、林场、绿地公园等
关键部位携装巡查、靠前驻防、前置备勤。

天津口岸

今年以来发运600列中欧班列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10月9日，一列装载着自行车配件和
食品的中欧班列在天津新港海关完成通关手续，自天津港物流
发展有限公司物捷三堆场出发驶向境外，这也是天津口岸今年
发运的第600列中欧班列。今年以来，天津口岸中欧班列运载货
物已超过6.4万标箱，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幅达71.44%。

海铁联运是天津口岸的一大特色，新港海关对国际班列承
运的过境货物实施了“港场直通”物流模式改革，依托“船边直
提”的方式，货物自码头卸船至运达铁路堆场的时间从过去的3
天压缩到了3小时以内。此外，新港海关还设置了专人专岗，为
企业提供24小时在线答疑、预约通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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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今晚播出的
《百姓问政》继续关注20项民心工程进展情
况，并邀请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党委书记、
主任蔺雪峰和相关处室负责人，围绕加快
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向困难群众发放住
房补贴、农村危房改造和10条市政道路建
设4项内容，向群众汇报具体落实情况。

去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大力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市委、市政
府将这项工作列入重点任务。保障性租
赁住房要解决哪些问题，各区的布局有何
特点，符合什么条件可提取公积金补充保
租房的租金……节目中，市住房城乡建设
委相关负责人给出了解答。农村危房改
造要做到应改尽改、一户不落，如何动态
了解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村镇建设处相
关负责人进行了详细介绍。此外，10条市
政道路将于年底前完工并投入使用。

蔺雪峰表示，明年谋划哪些项目将问
计于民、问需于民。相信明年向群众汇报
的成绩单会更加充实，让群众更加满意。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10月12日起，天
津地铁9号线塘沽站、泰达站、市民广场站、太
湖路站、会展中心站、东海路站恢复运营。
至此，全线网临时关闭车站均恢复运营。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获悉，10月11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
门报告新增4例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
性感染者，均为无症状感染者。其中，2例
为外省来津人员，2例为市内人员。

《百姓问政》聚焦

民心工程进展

地铁临时关闭车站

全部恢复运营

“第五空间”网络安全大赛

天大获学生组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天津大学
获悉，在第四届“第五空间”网络安全大赛
决赛中，由该校智能与计算学部和未来技
术学院的本科生组成的战队经过8天共计4
轮的激烈角逐，从全国477支参赛队伍中脱
颖而出，获得学生组一等奖，这也是天津
高校历年来在大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本届“第五空间”网络安全大赛由中国
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天津市委网信办、天津
市总工会指导，天津市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三六零数字安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是国内影响力突出的信创特色赛事。

�昨天15时45分，和平区中心小学师生
准时收看“天宫课堂”。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昨天，“天宫课堂”直播结束后，在天
津师范学校和苑附属小学操场，红桥区少年

宫的金国林老师和学生们准备将制作的火

箭模型“发射升空”。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市第一中心医院救治罕见脾脏异位妊娠患者

多学科协作上演“生命保卫战”

本报讯（记者 徐杨）近日，市
第一中心医院成功救治一例罕见
的脾脏异位妊娠破裂出血患者，在
妇科、肝胆胰外科、麻醉科多学科
协作下，患者转危为安。

29岁的张女士（化名）因左上
腹疼痛6小时，停经69天到一中心
医院急诊科就诊，通过超声、腹部
增强CT等检查，考虑异位妊娠流
产、脾血管瘤。该院妇科快速启动
急救绿色通道，紧急进行手术治
疗。经联合肝胆胰外科实施腹腔
镜探查术，发现患者腹、盆腔大量
积血（约500ml），脾周可及大量凝
血块。

该院肝胆胰外科刘晓龙副主

任医师仔细探查，发现仍有持续性出
血，与妇科综合评估患者病情后，在麻
醉科配合下成功为患者实施脾切除、
左侧输卵管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
符合脾脏异位妊娠伴出血、左侧输卵
管积水伴慢性炎症。患者术后恢复良
好，5天后康复出院。

刘晓龙副主任医师介绍，该患者
发病过程中无腹部外伤病史，术中证
实脾脏破裂，术后病理提示脾脏异位
妊娠伴出血。此类病例是临床极为罕
见的腹腔妊娠，发生率约为1/15000。
脾脏妊娠是极为罕见的一类腹腔妊
娠，受精卵种植于脾脏并生长，形成脾
脏局部肿物，肿物破裂引起大出血，极
易导致失血性休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