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李月）随着我县实现全域无煤化，清洁能源天然气成

为冬季取暖的最主要方式。了解掌握天然气安全使用知识十分必要。

一、使用天然气的注意事项

使用天然气应遵循以下顺序：首先打开天然气开关，再打开炉具开

关，然后点火。在做饭、烧水时，要用气不离人，有人看护，锅、壶里的汤、

水不要盛满，以防止汤水沸腾溢出浇灭火焰，造成漏气。要教育孩子，不

要玩弄天然气开关，以免损坏或忘记关闭，造成漏气，引起事故。每天做

完饭后，应立即关闭灶具阀门。在晚间睡觉前、外出前或用完后，应对天

然气灶开关表后截断阀等设施进行仔细检查。如需长期外出，应将天然

气计量表前后阀全部关闭。在天然气管道周围严禁使用第二火源，不能

使用明火，不能使用无线电等通讯设备，以免引起火灾事故。

二、使用燃气灶具时应注意的问题

灶具最好选用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的使用年限为8

年，达到使用年限要及时更新。灶具点火时如连续多次不能点燃，应稍

等片刻，待燃气散开后再点火。使用燃气灶时发现“回火”“脱火”现象，

应立即关闭阀门，经调节调风板后，再重新点火。应定期用小铁丝疏通

灶具炉头上的火孔、燃气喷嘴四周的二次进风孔，清除里面的污物，防

止堵塞。对热电耦头部、点火放电针尖可以用细砂纸轻轻打磨，将其上

的氧化物或影响传热的污渍清除干净，保持其良好的受热、导电状态。

三、检查天然气漏气的方法

用户要定期检查胶管、开关、卡具是否牢固，如胶管脱落或燃气管道

卡具松动都会造成泄漏。检查漏气的主要方法：应用洗涤剂、肥皂水涂

抹在可能漏气的地方，主要是导管、开关及接头，若有漏气，则该处会吹

起气泡。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发现漏气后应立即关闭主管道阀门，

然后到无漏气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电话，由燃气公司专业人员上门维

修。平时要及时更换老化胶管并用卡具固定，最好做到每年更换一次。

四、发现天然气泄漏的处理方法

首先，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各种电器开关、插头、插座，在接触的时

候都会产生火花，如室内泄漏的天然气达到一定浓度时，就会发生爆

炸。家中的电冰箱在发生燃气泄漏时非常危险，要及时关闭室外电源

总开关。其次，不要使用电话，也不能接听移动电话。再次，防止静电

火花的产生，不要在室内穿脱衣服、产生静电。最后，立即打开门窗通

风，关闭燃气阀门，并到无泄漏处用电话向有关部门报告，对泄漏处进

行及时处理和维修，避免事故发生。

五、出现天然气中毒和火灾的处理方法

轻者（流鼻涕、流眼泪、头昏脑胀等）只需将患者移到室外呼吸新鲜

空气，一会儿即能恢复。重者（四肢麻木、呕吐、昏迷、不省人事、口吐白

沫等）应速送医院抢救，且必

须向医生说明是天然气中

毒。出现天然气火灾时，在

可能的情况下，要关闭所有

阀门，并及时报告天然气公

司及“119”，并说明发生火灾

的详细地点、联系电话等。

案情：老葛一家以做小生意谋生，但一直没什么起色，眼看

孩子们渐渐长大需要成家，老父母的身体也一直不好，处处都是

用钱的地方。一个偶然的机会，夫妻俩听说做假酒能赚大钱，便

动起了歪脑筋。2018年6月至11月，老葛夫妇在家中，以“绵竹

大曲”等白酒为原料，灌装了假冒“贵州茅台”注册商标的白酒46

箱、假冒“五粮液”注册商标的白酒223箱、假冒“梦之蓝”注册商

标的白酒95箱、假冒“天之蓝”注册商标的白酒35箱、假冒“海之

蓝”注册商标的白酒81箱、假冒“古井贡”注册商标的白酒17箱、

假冒“剑南春”注册商标的白酒104瓶，并将部分假冒注册商标

的白酒销售给他人，非法经营数额共计284680元。目前，葛氏

夫妇二人已被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

评析：《刑法》第213条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

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葛氏

夫妇二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

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假冒了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

额在15万元以上，属于《刑法》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编者语：未经注册商标人同意，制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酒类，达到一定销售金额即会触犯法律，锒铛入狱，害人害己。

春节期间是白酒销售旺季，同样也是假酒流入市场的高发期。

笔者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酒类商品时，一定要认准注册

商标及防伪标识，并选择

正规超市及经销处购买，

切莫贪图便宜，以免上当

受骗、损害健康。

（县法院陈君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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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月 谭淼 何赛）

春联是过年不可或缺的年货，新春佳

节来临之际，我县社会各界纷纷邀请

书法爱好者开展写春联送祝福活动，

让传统“年味儿”带着满满的“福气”，

走进千家万户。

墨香传佳话 两地一家亲

龙飞凤舞写团圆。在陈府镇许官

屯村，来自通州老年书画研究会的书

画爱者们泼墨弄彩、笔走龙蛇，让一幅

幅寓意吉祥的春联、年画和一个个大

红“福”字跃然纸上，并把这些热情浓

浓、翰墨飘香的“年货大礼”送到村民

家中。

忙把新桃换旧符。“京津冀携手

共进促发展，潮白水烘云托月创新

篇，横批共筑中国梦。”散发着墨汁香

味的手写春联，洋溢着新春的美好祝

愿。刚拿到春联的村民们，迫不及待

地把春联贴在门前，收下福气、传递

喜气。为了给更多村民送上祝福，书

画爱好者们手不释笔、边写边送，让

两地人更近、情更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通州、大厂两地

书画爱好者和群众欢聚一堂，一起写春

联、聊年俗、话家常，在交流中交心、在

聚会中聚力。陈府镇许官屯村书法爱

好者刘希满说，通州、大厂两地一家亲，

希望新一年两地继续同努力、共发展。

手写祝福年味浓 喜气洋洋情更真

红纸书写送洪福。在祁各庄镇，

县“文联万家”文艺志愿服务队的书法

爱好者们凝神静气、挥毫泼墨，将一句

句崇德向善、吉祥如意的祝福书写成

一幅幅喜气洋洋的大红春联。墨汁未

干，就已被接踵而来的群众如获至宝

地“据为己有”，给新春增添了喜庆。

祁各庄镇群众姜林学高兴地说，

这个活动特别好，把福气、财气、喜气

带给千家万户，让年味儿更足了。祝

大厂2019年发展得越来越好，祝全县

人民新春快乐、幸福安康。

迎新春中老年人乒乓球
友谊赛火热开赛

本报讯（记者黄雪）日前，迎

新春中老年人乒乓球友谊赛在

老年乒羽活动中心火热开赛。

比赛中，参赛选手各个精神饱

满、蓄势待发。球台前，对阵双

方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拼劲十

足，推、挡、削、拉、抽，小小的乒

乓球在球台上飞来飞去，选手们

行云流水的挥拍动作、你打我抽

的紧张较量，令比赛高潮迭起、

精彩纷呈。

参赛选手韩立中说，这次比

赛充分调动了广大中老年乒乓球

爱好者参与健身运动的积极性，

达到了增强体质、振奋精神、凝聚

力量的作用。

此次比赛是由县委老干部

局、县老体协联合举办的“迎新

春”老干部及中老年人文体友谊

赛系列活动之一。活动期间，象

棋、围棋、乒乓球、门球等一系列

文体赛事活动，将极大活跃全县

中老年人的业余文体生活，充分

展示中老年人的精神风采。

春节习俗：寻找不变的“年味”

春节起源

中国人过春节已超过4000多年的历

史，关于春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其中

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春节由虞舜时期兴

起。春节一般指正月初一，是一年的第一

天，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但在民间，

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的腊祭或

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九，其

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在春节期

间，人们都要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

古代的贺年卡

早在宋代，皇亲贵族士大夫的家族与

亲族之间已经使用专门拜年所做的贺年

卡，叫做“名刺”或“名帖”。它是把梅花筏

成卡片，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地址。各

家门口贴着一红纸袋，称为门簿，用以接

收名帖。拜年者把名帖放进门簿，即表示

拜年，意义与现代贺年卡相同。

洒扫除尘

据《吕氏春秋》记载，中国在尧舜时

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中国民间的

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

“除陈迎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

“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里里外外都

干干净净的。

挂年画

挂年画是中国春节特有的风俗，流

行于全国各地。新年里，将年画挂在门

上或壁上，由古代贴门神演变而来，原为

驱邪，后变成烘托新年热闹气氛和表达

人们欢乐的情绪。

写春联、贴门神

春联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据《玉

烛宝典》《燕京岁时记》等著作记载，春联

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符”。宋

代时，人们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

不失桃木镇邪的意义，二则表达自己美

好的心愿，三则装饰门户、以求美观。后

来，人们又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上写

对联，新春之际贴在门窗两边，用以表达

人们祈求来年福运的美好心愿。

除了春联外，不少地方也保留着贴

门神的习俗。在民间，门神是正气和武

力的象征，而由于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

两扇对开，所以门神总是成双成对。唐

朝以后，除了以往的神荼、郁垒二将以

外，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

武将当作门神。自此，以这两位名将作

为门神的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吃年夜饭

除夕晚上，全家老小欢聚酣饮，共享

天伦之乐。北方地区在除夕有吃饺子的

习俗，饺子的作法是先和面，“和”字就是

“合”；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

“交”有相聚之意，又取更岁交子之意。

年三十的饺子一般要在晚上12点以前包

好，待到晚上子时再吃，因为这时正是农

历正月初一的开始。在南方有过年吃年

糕的习惯，甜甜的、粘粘的年糕，象征新

一年的生活甜蜜蜜、步步高。

共饮屠苏酒

什么是屠苏酒呢？屠苏是一种草

名，也有人说，屠苏是古代的一种房尾，

因为是在这种房子里酿的酒，所以称为

屠苏酒。据说屠苏酒是汉末名医华佗创

制的，饮屠苏酒的风俗，则是经由唐代名

医孙思邈流传开来。每年腊月，孙思邈

总是要分送给众邻乡亲一包药，告诉大

家以药泡酒、除夕进饮，可以预防瘟疫。

此后，经过历代相传，饮屠苏酒便成为过

年的风俗。古人饮屠苏酒的方法很独

特，平常饮酒是年长者先饮，而饮此酒是

从年少的小儿饮起，年长者在后，每人只

饮少许，古人解释说：“少者得岁，故贺

之；老者失岁，故罚之。”

守岁

晋周处《风土记》：“蜀之风俗，晚岁相

与餽问，谓之餽岁；酒食相邀为别岁；至除

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守岁的习俗，既

有对如水逝去的岁月含惜别留恋之情，又

有对来临的新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

压岁钱

对于小孩子来说，春节期间最开心

的就是来自长辈们的压岁钱。最早的压

岁钱出现于汉代，也叫厌胜钱，是为了佩

带玩赏而专铸成钱币形状的避邪品。清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是这样记载压岁

钱的：“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

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

压岁钱。”压岁钱的寓意为压祟、避邪，祝

愿孩子在新的一年健康吉利、平平安安。

穿新衣

正月初一穿新衣，是历代注重的一

个过年习俗。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里

说，正月初一“长幼悉正衣冠”。古时荆

楚地区的人们在初一早上鸡刚打鸣就起

来了，首先在庭院前燃放爆竹，以震慑山

妖鬼怪，然后穿上新衣服的全家老小按

长幼顺序相互拜贺。过年了，穿新衣，不

仅寓意着新的开始，也蕴含着求吉避凶

的美好心愿。

古代人的“春晚”

当代许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在除夕

晚看春节联欢晚会，其实古代也有春节

联欢晚会。在古代，春节期间大街上会

出现游行的队伍，且各朝代、各地区都不

一样，有的会演社戏，有的会舞龙、舞

狮。这种游行，有的地方称其为“演

春”。当戏曲逐渐占据人们主要的娱乐

领域后，春节看戏就成了那场松散的“春

晚”最热闹、最受人欢迎的地方。至于古

代有钱的人家，就不用出去看戏了，他们

会在自己家里搭戏台、邀请戏班子开锣。

古代春节的热烈气氛不仅洋溢在各

家各户，也充满各地的大街小巷，一些地

方的街市上还有舞狮子、耍龙灯、演社

火、游花市、逛庙会等习俗。这期间，花

灯满城、游人满街，热闹非凡、盛况空前，

直要闹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后，春节才

算真正结束了。

（摘自《新华网》）

安全使用天然气须知

“穿新衣，贴春联，拿着压岁钱

买爆竹。”春节是中国最富有特色的

传统节日。年味是让人最眷恋的味

道。你知道过春节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的吗？古代人怎么过春节呢？

欢声笑语迎新春 “红色”演出送祝福

日前，大厂镇袁庄村委会大院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由

县退役军人“红星艺术团”带来的文艺演出在这里精彩上演。

《再见了大别山》《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草原情缘》《水

乡三月》《军歌联唱》等一个个节目异彩纷呈，集中展示了退

伍军人们“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的情怀，演绎了军爱

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的鱼水深情，赢得观众掌声阵阵。

图为演出活动现场。

王璐雪 何 赛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