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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运启动半月 新区四大火车站共查获
“危险品”301 起 346 件

乘火车出行 带物别任性
“危险品”
排行榜
新区四大火车站共查获
“危险品”
301 起 346 件：

1 钝利器 151 起 191 件
2 管制类 88 起 91 件
TOP 3 易燃易爆类 53 起 55 件
TOP 4 化工品 9 起 9 件
TOP
TOP

暑运启动半月，
随着出行客
流的增加，
携带物品被查扣的案
例也随之增多，
品类更是五花八
门，
记者连日来走访新区多个火
车站，总结出了被安检查扣的
“危险品”
TOP排行榜。

造成事故。而且夏季高温，
充气
气球极易发生爆燃引起不必要
的误伤。”驻站公安民警刘警官
告诉记者。

钝利器
“被扣”最多

氢气球禁止带上车

“请勿携带以下易燃易爆品
上车，
氢气、甲烷、天然气……供
对于查扣的“危险品”，有
病人吸氧的袋装医用氧气除
的乘客自愿放弃，有条件取回
的，车站安检处给予登记暂存， 外。”于家堡高铁站候车室安检
口，循环播放着提示，一名手持
由旅客或亲友
自行取回，逾期 “猪猪侠”充气气球的 3 岁女童
和家长被“叫停”
在安检台前，
因
无人认领的则
气球里面充有疑为氢气的可燃
交由车站公安
气体所以被禁止携带上车 . 听说
部门统一处理。
气球要被“上缴”，
小女孩哇哇大
哭，
最终在家长和工作人员的劝

■ 服务信息

记者 何沛霖 摄
说下才与心爱的“猪猪侠”依依
道别。
“为 了 给 孩 子 旅 途 增 加 乐
趣，
不少家长会给孩子买充气气

球，
殊不知这看似不起眼的小玩
意却也在铁路禁止携带乘车的
名单范围内，
其一旦不慎飞入轨
道或挂在高铁供电线缆上极易

16 日 11 时 10 分左右，一对
外来务工夫妻来到塘沽火车站，
准备乘车去吉林。在经过安检
仪时，
安检人员发现他们的包裹
内有钝器。开包查验发现包里
有一把锤子和一把剪刀。夫妻
二人表示，
这些东西是自己务工
使用的工具，
准备带回老家。
安检人 员 告 诉 记 者 ，塘 沽
火车站因为有普列而备受外来
务工人员青睐，每年务工流高
峰期都会查验到铁锹、锤子等
钝器，但是随着宣传的普及和
推广，这类现象有所减少，但仍
属多发问题。
记者 杜红梅

新区两条公交线路调整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近日，记者从滨
海新区公交集团获悉，有两条公交线路做出
调整，希望市民留意调整后的线路站点信息
及发车间隔频次。
由泰达星海湾站开往塘沽火车站的 822
路增设中建商混站、智能装备园站、国际轮
胎站，同时将均利石材市场站的站点位置由
渤海十二南路迁移至汉江道；暑期，新区航
母主题公园每日迎来送往大量游客，为方便
游客乘车，滨海公交调整 127 路作业计划，加
密公休日、节假日期间的发车频次。

第一颗门牙，我希望你快点掉下
来；
搬进生态城，
我热爱新家，
新学校、
新
老师、
新朋友；
第一次学游泳，
我终于成
了一只会游泳的
“粉青蛙”
……这些生活
中或普通或难忘的经历，
全都成了家住
生态城的 8 岁女孩熊邹禹的绘本素材。
她用线条、
色彩和插上了翅膀的脑洞创
作出了 44 本绘本故事。
《邹禹的幼儿园
成长记》
《邹禹的恐龙世界》
《妈妈别吼
我》……有的记录真实生活，
有的则是灵
感迸发的小故事。而有爱的妈妈则将小
邹禹的作品整理成册，
并申请了
“大禹绘
本”
微信公众号，
定期更新上传作品。
16 日，记者联系到了熊邹禹的妈
妈邹红琴女士。邹女士告诉记者，
《邹
禹的幼儿园成长记》是女儿的第一本
绘本，那是在幼儿园毕业前，孩子们想
要互送礼物，她提议能不能把上学时
的故事画下来，没想到邹禹一下就答
应了。随后，邹女士将故事的文字整
理出来，邹禹根据文字创作出了她的
第一本绘本。这本 11 页的幼儿园成长

记录只用了两三个晚上的睡前时间就
完成了，可此时距幼儿园毕业还有一
个月，邹禹又有了新想法，她想画一本
关于恐龙的故事送给小朋友。于是，
第二本《邹禹的恐龙世界》诞生了。邹
女士没有想到，女儿会爱上创作绘本，
并随之有了越来越多的作品。
“有些是记录下发生的事，有的是
由生活中的灵感引发的故事。
”
遇到想画
的素材，
邹女士会负责文字，
帮女儿整理
出故事概况，画面的创作者则是小邹
禹。邹女士说这是一个合作的过程。虽
然，
邹女士和爱人都是天津美术学院的
老师，
但他们不会在邹禹创作绘本的过
程中给予专业性的引导。今年 2 月，邹
禹创作了一本《妈妈别吼我》，
似乎是画
出了孩子们的心声，转载率也比较高。
邹女士也在绘本的封底坦言：
“此绘本也
作为一种警示，
告诫自己尽量不要发脾
气，
因为在孩子眼里
‘后果’
很严重。
”
记者看到，邹禹的每一部绘本都
是一本完整的书，有封面、封底，甚至

时报讯（记者 许卉）给矿泉水贴名字，让水瓶
“实名制”，防止混淆减少浪费。这个名为“点点滴
滴”的环保项目是泰达一中的学生们想出来的“金点
子”。13 日，学生们在泰达体育场卖水点向市民推广
自己设计的刮刮乐，并希望这个“实名制”项目能得
到企业支持，
让点子落地。
“这个刮刮乐上面有 26 个英文字母，可以用手
在对应位置刮自己名字的首字母，这样就能知道哪
一瓶水是自己的，不会拿混。”记者在泰达体育场看
到，泰达一中领导力课程组的学生们正在推广这个
名为“点点滴滴”的环保项目。他们手中的刮刮乐是
一张长方形的小贴纸，可以贴在矿泉水瓶上，26 个字
母按顺序分布在四行，根据顶部的方格可以刮出对
应字母。如此一来，就可以标记出矿泉水主人。
“以
前喝半瓶水，大家的混在一起就看不出来是谁的，只
能扔了，贴了名字可以分清自己的水瓶，也节约水资
源。
”
正在体育场打球的小伙子们说。
记者了解到，
从今年3月开始，
泰达一中领导力课
程组就推出了
“点点滴滴”
项目，
课程组共 7 名同学，
从
刮刮乐的设计到联系成品制作都是学生分工合作完
成。目前，
学生们也在校外推广宣传刮刮乐。本周他
们将带着这个环保金点子去郑州参加全国中学生领导
力展示会。除了向大家展示项目，
学生们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与企业合作，
让刮刮乐登上矿泉水瓶的标签。

——注意癌症早期危险信号！
（一）

有些是记录发生的事 有的是由灵感引发的故事

时报讯（记者 张智）未来一周的周初和
周末，新区将分别迎来一场雷阵雨。其中，17
日，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北风转东南风 3-4
级，最高气温 30℃。21 日，阴有雷阵雨，东北
风 4-5 级，最高气温 31℃。周中没有明显降
雨，
最高气温在 32℃至 34℃之间徘徊，
雨后空
气湿度较大，因此周中会稍显闷热。但从气
温方面来看，
最高气温已比上一周明显下降。

矿泉水也
“实名制”
期待点子能
“落地”

健康讲堂

8 岁女孩创作出 44 部绘本

本周气温低于上周

5

条形码。这是邹女士设计的，
“按照书
的规格做，也是为了培养她对书的兴
趣。”为了让女儿留下在这个年龄段的
宝贵经历，邹女士申请了公众号“大禹
绘本”，随时更新。如今，公众号的作
品已陆续被企业、教育机构或者“大小
书迷”
转载。
记者 许卉

癌症发现得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一旦发展到
晚期很难治愈。因此，对癌症要做到“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下列症状是癌症常有的一些早期表
现，尽管出现这些症状并不能判定得了癌症，但是如
果这些症状持续时间很长，经过休养调整后不能缓
解，
就需要引起注意，
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
长期乏力
一般情况下，乏力是由身体劳累造成的，比如长
时间体力劳动后会感到酸软无力。这都是正常现
象，休息后很快就能恢复，但长期的不明原因的乏
力，且经过充分休息不会明显改善，就要引起重视。
很多癌症如白血病、肺癌、直肠癌、胃癌等都可以拥
有长期乏力的表现，因为癌细胞会释放某些细胞因
子，干扰身体的正常机能，而且癌细胞吞噬身体的营
养成分，
导致正常细胞营养缺乏。
体重突然下降
如果生活非常规律，且没有刻意控制体重，但是
体重却在短时间内明显下降，应该引起足够的注
意。食管癌、胃癌、胰腺癌的病人会出现食欲降低，
进食量减少，而且由于癌症导致的消耗增多，所以就
出现体重突然下降；大约三分之一的淋巴瘤病人也
会出现体重下降，
通常在 6 个月之内体重会下降十分
之一左右。

文 体

卡帅变阵 旭日高照 烤蔫申花
权健豪取 4 连胜 排名升至第三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因为首回
合交手过程中出现的“秦升踩”和“世
林赞”，昨日 2017 赛季中超联赛第 17
轮天津权健坐镇主场与上海申花一
战颇受各方关注。此役权健变阵
4123，最终凭借赵旭日上半场打进的
两球以及下半场帕托的进球，天津权
健主场 3∶0 击溃上海申花，豪取 4 连
胜，球队在联赛积分榜上的排名上升
至第三位。

裴帅首发出场
权健改打双前腰
本赛季联赛第二轮在虹口足球
场，权健在申花大将秦升上半场第 24
分钟就被罚下，将近 70 分钟的时间内
多打一人的情况下，最终只从上海带
走一分。半个赛季过去，权健今非昔
比，最近 7 轮比赛赢下了 6 场，球队士
气如虹。昨日对阵申花，卡纳瓦罗上
半场出人意料地将球队常用的 4231

阵型改成了 4123，后防线首发出场人
员不变，
维特塞尔担任单后腰，
二次转
会期转会权健的裴帅首发和赵旭日搭
档双前腰，顶在最前端的 3 人是孙可、
王永珀和帕托，刚刚从德甲科隆转会
权健的莫德斯特没有进入 18 人大名
单。卡纳瓦罗这么变阵是要用实力出
众的维特塞尔控制中场，放大裴帅和
赵旭日的攻击属性，全面提升球队的
攻 击 能 力 ，希 望 在 主 场 快 速 击 溃 申
花。考虑到本轮山东鲁能和河北华夏
幸福都输了球，如果权健能够战胜申
花，
将能够进入联赛积分榜前三。

旭日光芒万丈
半场放个双响炮
比赛开始后，权健球员贯彻卡纳
瓦罗的赛前战术部署对申花展开猛
攻，裴帅和赵旭日拿球后坚决向前突
破。第 2 分钟，裴帅突破为权健赢得
一个位置极好的前场定位球，可惜帕

托将球打偏。第 23 分钟，赵旭日挺
身而出打破僵局，维特塞尔前场将球
分给右路插上的张诚，后者传中，中
路的赵旭日高高跃起头球攻破申花
球门。第 32 分钟，孙可在申花禁区
左侧横传皮球，赵旭日及时插上一脚
低射再入一球。上半场，权健 2∶0 领
先申花。下半场比赛刚开始 6 分钟，
帕托也进球了，他在对方禁区前接糜
昊伦传球，迎着孙世林的封堵打出了
一脚世界波，权健再入一球，顺利战
胜申花。
赛后，赵旭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能够在主场取得这样一场胜利，
我们都很开心。赛前我们研究了对方
的重点球员，卡帅也告诉了我们如何
去防守他们。我很高兴能够取得进
球，
我的进球也帮助球队取得了胜利，
但我的进球和队友的帮助以及球队的
整体打法是分不开的。大家都看到
了，
我们球队正向好的方向发展，
尽最
大努力帮助球队是我应该做的。
”

卡帅笑言：先攒够保级分

记者 贾成龙 摄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率领天津
权健主场 3∶0 击败上海申花，赛后权
健主帅卡纳瓦罗心情非常好，走进新
闻发布厅的时候也是一脸的笑容，不

过当他坐下来的那一刻，就迅速恢复
了冷静，
“我对今天球队的表现非常满
意，面对上海申花阵中有超强能力的
球员，我的球员始终保持着非常高的
注意力。我们现在在联赛积分榜上位
置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满意，但我要
说的是，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们到现在
还没有完成任何任务，我们要先把保
级需要的分挣够。
”
本赛季联赛开始阶段，权健进球
难是一个大问题，但在卡纳瓦罗的调
教下，权健逐渐解决了这个问题，最
近 4 轮比赛打进了 11 个球。
“ 有评论
员说权健现在已经显露出了一支强
队的特质，对此您怎么看？”面对记者
的问题，卡纳瓦罗说，
“ 球员比赛中要
百分之百集中注意力，要对对手有足
够的尊重，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说
我们是一支还不错的球队。大家或

许看到了最近几场比赛中我们有不
同的球员取得进球，但我要说的是我
们队中的竞争确实是非常激烈，不管
是郑达伦、李星灿、孙可，还是王晓龙
和裴帅，他们在平时的训练中都不敢
有半点松懈，球员们也都明白，周末
的比赛谁能上场，完全取决于他们这
一周的训练情况。”
天津权健和上海申花上次交手，
帕托打丢了一粒点球，收到了“世林
赞”，但本场比赛他在孙世林面前用
一脚世界波为自己正名，卡帅说：
“在
引进帕托之前，我就知道他的能力，
对于他的表现我不会有任何的惊
喜。不过，我庆幸的是，在加入我们
球 队 之 后 ，他 迅 速 改 掉 了 自 己 的 习
惯，融入到了球队中，而且帕托现在
踢的并不是自己擅长的位置，他为球
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津门泳将新区畅游
为纪念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畅游长江 51 周年，
大力弘扬“7·16”精神和游泳文化，以“亿万大众游
泳，共筑健康中国”为主题的 2017 年“7·16 全民游泳
健身周”天津站的活动昨天在滨海新区东疆湾景区
举行，包括新区 10 支游泳俱乐部、252 名运动员在内
的近 500 名运动员参与了本次活动，所有参赛者均
安全、顺利地完成了 800 米的游程。

新区泳坛卧虎藏龙
公开水域游泳是指在江、河、湖、海等自然水域
举行的比赛，与室内相对平静的水面相比，公开水域
游泳更加挑战运动员的耐力、环境适应力及应变能
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天津滨海新区游泳协
会会长陈富江表示：
“全面游泳健身周是为了让更多
的人参与到游泳中来，关注游泳文化，关注游泳健
康。这个活动已经在天津举行了三届，今年是游程
最长的一次，
参与人数也最多。
”
在终点处，年仅 14 岁的新区小将李春澎首次挑
战公开水域的比赛就顺利完赛，小伙子上岸后显得
非常兴奋，
“受父亲影响，我一直特别喜欢游泳，但挑
战公开水域的比赛还是头一次。下水前就给自己鼓
劲儿，我觉得游得还可以，许多高手会借助海浪的力
量让自己游得更快，可我还是个菜鸟，不太会运用这
些技巧。我马上要去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了，希望
自己到时游得更好。
”

赛事筹备安全第一

记者 贾成龙 摄

不同于普通的游泳比赛，在筹备公开水域赛事
的过程中，实况调查水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自然
水域受潮汐、礁石、海浪和水流的影响比较大，我们
经过多次实况调查，东疆湾的水质优良，水面条件符
合公开水域对场地的要求，是非常适合比赛的。水
温方面，一般在 22 度到 26 度都可以下水，我们北方
夏季的水温是没问题的。
”

“滨海杯”
评剧新苗
天津选拔昨落幕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昨日，
第三届
“滨海
杯”
全国评剧新苗交流展演天津地区选拔活动
在汉沽文化馆剧场举行，
12组选手从57位报名
的小票友中脱颖而出，
将于 8 月下旬代表天津
参加在新区举办的全国评剧新苗交流展演活
动。通过前两届
“滨海杯”
的成功举办，
今年本
市报名的小票友比去年多了近一倍。经过上
下午两场精彩的展示，
其中关淇匀、
崔歆睿（组
合），
周芯仪，
崔博恩，
刘辰豫，
田佳宁，
刘明，
于
宏芯玉，
李伯成，
冯煊雅，
李嘉怡，
孙爽义，
薛子
涵，刘常心获得评委的一致认可，将在汇集了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评
剧小票友的大舞台上再度登台展示。

记者 贾成龙 摄
陈富江强调，公开水域与游野泳最大的不同就
是前者必须具有严格的安保措施，
“醒目的浮标是必
须佩带的，我们俗称跟屁虫，一旦发生危险，可以方
便救生员的识别和急救，绝对不可以因为自己会游
泳了就盲目下海。”记者注意到，在比赛进行的过程
中，专业救生员驾驶摩托艇全程跟踪，保证运动员的
安全万无一失。
时报记者 李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