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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和谐社区
“70 后”宣讲组

“银发”讲故事 传承好家风

杜国林（左二）和付慧珍（左一）夫妇讨论
“传承好家风”课题制作
■记者 石晓钰 摄影 刘泽瑞
时代楷模杜富国、重症病房医生杜
富民、 贵州援助湖北医疗队员杜富佳、
西藏戍边战士杜富强。来到鲁山道街道
云丽园社区杜国林和付慧珍夫妇的家，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杜国林最新制作
的彩塑作品——
—
“
传承好家风四兄妹”。
73 岁的杜国林和 72 岁的付慧珍是河

东区的
“
五老”辅导员和
“
五老”宣讲员，
多年来，每逢寒暑假和学校举办相关公
开课， 老俩口便会开办新年故事会、好
家风过大年、环保时装秀、老物件巡展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以此来丰富青少年
的课余生活，弘扬时代新风。
“时代楷模杜富国是我去年制作
完成的， 他的事迹我已经为学校的孩
子们讲过好几次了。 ”杜国林拿着杜富

国的彩塑说，“杜富国在执行一次扫雷
任务时，突遇爆炸，他用身体保护了战
友，自己却失去了双手双眼。 当时我和
老伴儿一边给孩子们讲他的事迹一边
介绍彩塑的制作过程。 因为有彩塑实
物，课堂更为生动，孩子们都听得特别
认真。 ”为了培养孩子们对于彩塑的兴
趣， 杜国林更是把他了解的泥塑历史
和起源编成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受到
了孩子们的喜爱。 杜国林说：“看到孩
子们对彩塑这么有兴趣，我特别高兴，
彩塑是一门传统的民间艺术， 需要下
一代把它继续发扬光大。 ”
杜国林又拿出杜富民、杜富佳和杜
富强三个彩塑向记者做了展示。“疫情
防控期间我们老俩口一直在家，有一天
我们看焦点访谈， 是讲杜富佳在这次
疫情阻击战中主动请缨， 成为了贵州
援助湖北医疗队的一员， 因为表现突
出，在抗击疫情一线成为了预备党员，
同时还介绍了她的另外两个兄弟。 ”
“当时我们就特别感动，想着他
们在不一样的‘战场’各自为守，我们
一定要把他们四个人的故事讲出
来。 ”付慧珍说。 自此，杜国林凭着在
焦点访谈中看到的身影，又从网上搜
集相关资料，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又将其余三人的彩塑制作完成。 付慧
珍将杜家四兄妹的故事制作成 PPT，
方便疫情过后到学校和社区开展宣

讲。“以前我们都是各自讲各自的，去
年我和老伴儿一起讲了以‘红船领航
红领巾、红花少年跟党走’等为题的
党史、国史课，效果很好，讲完之后孩
子们都过来跟彩塑合影，对故事的主
人公也特别感兴趣。 我们以后就搭伴
儿成一个组合， 一个人讲怎么做，讲
制作的过程，一个人讲故事，讲榜样
的力量。 ”付慧珍笑着说。
去年年底， 付慧珍还在社区里开
展了“好家风过大年”活动，将她身边
三个传承好家风的家庭请到活动 现
场， 给孩子们讲他们的故事。 付慧珍
说：“一直以来，我们都想把优秀事迹、
好的故事宣讲出去，让更多人了解、感
悟。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等疫情结束
后， 我们会增加杜家四兄妹的宣讲主
题， 希望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向他们学
习，传承好家风、弘扬传统文化。 ”

幸福就是一场雨
东黎
一次， 和西部朋友上网聊天，随
口谈到窗外的阴雨天气，西部朋友惊
讶道：“你们那里下雨啦。 哦，你真幸
福！ ”这也叫幸福？ 我立马明白过来，
很多时候幸福在不经意间流淌，幸福
其实很简单。
我每天提醒自己早些起床， 把一
切收拾妥当，步行去上班。 不紧不慢
地走，正好半个小时的路。 既活动了
身体，又舒缓了生活节奏。 走出家门，
心里不再如往常那样拥挤，脚步也轻
快起来。 春夏时，小区里，小草绿叶勃
发，吻着露珠儿在微风中轻舞。 一抹
阳光照射下来， 露珠儿光灿灿的，美
丽极了。 我停住脚步，深情地看了又
看，俯下身去轻轻抚摸了几下，手上
便有了晨露和草香，心里也涌起一阵
喜悦。 情到深处时，掏出相机“咔嚓”
一下，一个“草上露舞”的特写就这样
定格下来。 我把它挂在书房，每看上
一眼，都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每天早晨， 还有许多花农沿街站
成一条线，叫卖各色花草。 当第一缕
花香袭来时，我放慢脚步，眯起眼睛，
随着酥酥软软的“白兰花”“茉莉花”
盈盈入耳，我便沉醉在幸福的感觉之
中了。 这样的时光要持续 2 个多月。
无论别人是否笑我不知“鲲鹏”，
我仍常怀“燕雀”之心，总是伸出手
来，接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将每一

个被疏忽掉的幸福弯腰拾起来，放进
衣兜，在时光的窖里藏起来。 你若甩
掉凝结的忧郁， 还原澄明的心境，用
心感味幸福的酵香，这个时刻，你会
发现，生活真美好。
幸福真的很简单。 幸福或许是父
母的一句叮咛、孩子的一个微笑、爱人
的一句贴心话、亲朋的一声问候；或许
是走出院子晒晒太阳、闻一缕花香、听
一阵鸟鸣、赏一片月光；幸福抑或是在
网路纵横、手机星星一样多的当下，你
接到的一封贴着邮票的信笺……不要
把幸福定义在“大”和“多”，幸福无法
用指数来衡量，不会上统计局的表格，
更不会像商品一样， 摆在货架上明码
标价。其实幸福就是一种感觉、心灵的
触摸。常常那么一点点，却足以让人沉
醉。 不要把幸福视为能从拧大的水龙
头里流淌出来。 作家毕淑敏说过：“幸
福常常是朦胧的， 你不要希冀轰轰烈
烈的幸福， 它多半只是悄悄地扑面而
来，你需要静静地以平和之心，体验幸
福的真谛。 ”
冬天的一场雪覆盖了原野， 雪花
盈满了眼帘。 我发了一个短信，把这
一消息告诉了南方的朋友。 南方的朋
友很快作了回复：“你们那里下雪啦。
哦，你真幸福！ ”我又一次感悟到幸福
的含义，感受到幸福的温度。 幸福就
是一场雨，幸福就是一场雪。

抗疫保安全 扶贫真助困
本报讯 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
脱贫攻坚战过程中，各街道社区始终坚
持战“疫”不退后，扶贫不松懈，既当抗
疫“战斗员”，又当扶贫“宣传员”，努力
实现稳定发展两不误，取得抗疫与扶贫
的“双赢”。
“宁县这粉条筋道好吃，昨天我在
家涮锅吃了，今天再买点。 ”中山门街
道试验楼社区的居民张大爷边付钱边
说道。 近日，试验楼社区的门口摆起了
“扶贫助困 奉献爱心”扶贫产品销售摊
位，大家积极踊跃参与消费扶贫，进一
步促进了受援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也
带动了当地贫困户的增收脱贫。 枣夹
核桃、琥珀核桃仁、沙棘汁、黄花菜等
这些颇具甘肃宁 县 地 方 特 色 的 产 品 ，
激发了社区居民“以购代捐”的热情。
“大枣、核桃、奶油杏是销量王，供不应
求。 每天都要去补货。 ”社区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居民们特别支持，有许多老
党员还一起来帮着卖货， 有的人不知
道买什么， 就直接掏钱让工作人员看
着配货。
“这里的东西都是甘肃宁县当地的
特产，质量肯定有保障，而且价格也不
贵，我们平时也需要买这些杂粮、食用
油之类的生活用品，在这里购买还可以
为甘肃当地的老乡献出自己的一份爱
心，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居民刘阿姨提
着一桶油和几袋杂粮说， 回去之后，她

要发动相熟的邻居，有时间的话，来这
里逛一逛。
鲁山道街道丹荔园社区利用社区退
休党员群、在职党员群、社区网格群积极
宣传扶贫助困工作的意义， 动员党员群
众参与到扶贫助困工作中来， 通过采购
甘肃扶贫产品来献出自己的爱心； 居委
会工作人员在社区卡口值守的同时，对
来往居民宣传扶贫助困工作的重要性，
现场销售米、面、油、苹果、牛奶、果脯等
产品， 并且对老年群体提供社区工作者
送货上门服务， 最大程度满足了社区居
民的购买需求。
常州道街道各社区开展扶贫主题募
捐活动， 在小区出入口醒目位置摆放扶
贫产品实物， 方便居民直观挑选。 近营
里、祥泰公寓、靖泰里、东惠东瑞、红城等
社区利用网络、 喇叭广播、LED 显示屏
等方式宣传扶贫工作， 社区工作者为每
一位前来捐款的居民进行登记， 并在征
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在捐款结束后将捐
款明细制作成红榜张贴公布在各个管辖
小区，做到公开、透明。
唐家口街道红星路社区日前在辖区
范围内广泛动员社区党员、群众,企事业
单位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脱贫攻坚公益
活动。活动以
“
爱心捐款、扶贫攻坚、你我
同行”为主题,以捐款和消费扶贫为主。
现场摆满了来自甘肃的扶贫产品， 除了
米面，还有甘肃特有的菜籽油，麻油，土

豆粉等独具特色的农产品， 吸引了众多
居民前来选购。 一位购买了农产品的居
民表示， 活动既能让甘肃贫困地区的优
质产品走出去， 又能为我们提供购买优
质产品的多样渠道， 同时也能为脱贫攻
坚献一份力。 现场还有几位儿童捐助了
自己的零用钱， 一位小朋友说：
“
这是我
平时存的零用钱， 我听爸爸妈妈和老师
讲过贫困地区的小朋友用不上新书包，
也没有新图书， 我希望这些钱可以为他
们买一些图书和生活用品， 奉献自己的

在常州道街道常三社区有一位社区
民警，疫情防控期间，他时刻坚守社区，
保一方平安，很多居民都说，只要看到他
在，就特别安心；他还是社区 56 户独居
老人的
“
守护神”，只要老人有需求，他第
一时间就能赶到；复工复产以来，他分批
次到 70 多家辖区企业开展防疫检查，
为企业复工打下基础。 他就是张秀生，
2003 年脱下
“
橄榄绿”后，便成为公安河
东分局常州道派出所的一名社区民警。
疫情防控工作启动以来， 这名有着 36
年党龄的老党员就始终将居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放在心中首位，立足社区、坚守

践行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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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 ”
上杭路街道泰昌西里社区联合万平
里社区举办消费扶贫展销会活动， 现场
售卖来自甘肃的杂粮、木耳、花菜、各种
果脯蜜饯等农特产品。截至目前，销售额
总计 3 万余元。 此次展销用以买代捐的
形式， 让广大居民群众参与扶贫工作其
中， 一方面增加了广大群众对于甘肃特
产品的了解， 另一方面通过购买产品的
方式奉献爱心，大家一起参与，得到了广
大居民的一致好评。

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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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你问我答
普通居家人员如何做好个人预防？

赤子之心 守护社区

疫情防控一线、履职尽责、无私奉献，工
作中，严格落实社区走访排查、涉疫情人
员转运等各项任务， 用细致入微的工作
彰显了为民服务的真情。
自 1 月 28 日社区走访排查工作开
展以来， 张秀生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
赶到社区，冒着可能被感染的风险，挨家
挨户询问排查社区居民是否近期去过疫
情重点地区、 是否与去过疫情重点地区
的人员有接触、 家中是否有人出现发热
症状等情况， 同时他还拎着沉甸甸的宣
传品，发放到家家户户，为群众普及疫情
防护知识。一天下来，他要走访几百户家
庭、上下几万节楼梯，不到 4 天时间，他
就走访排查完辖区居民 2814 户、5628
人。同时，他把企业防控工作作为重要一
环，每天向企业宣传防护知识、监督企业
暂停营业等，一天下来，他顾不上身心疲
惫， 因为他要和疫情抗击、 要和时间赛

环

生

常州道街道派出所社区民警张秀生

■记者 赵文君 摄影 潘莹
通讯员 程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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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善举

张秀生正在给居民讲解疫情防控常识

整

跑，要全力维护辖区居民不被疫情感染。
到了晚上，他又忙着联系空房房主，
确认是否长期没有人居住， 并提醒房主
疫情防控期间不要出租房屋， 转天他还
要到现场确认，以确保准确无误。 对于辖
区内的独居老人， 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做好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 告诉他们无
事不出门，出门戴好口罩、回家勤洗手，并
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让居民在有困难
的时候随时能联系到自己，他就是这样，
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心守护着一方平安。
1 月 30 日晚上 10 点左右，张秀生
所管辖的社区内一位来津人员必须进行
集中隔离。 可这位群众对集中隔离工作
非常抵触。 张秀生得知情况后，立即赶
往现场，在途中便拨打其电话，试图通
过电话先对其进行劝解和疏导，但此人
情绪激动不听从劝导。 张秀生决定调整
疏导方式，到达现场后，在没有护目镜、
防护服等防护装备的情况下，他不顾可
能感染的风险， 主动上前安抚其情绪，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待其情绪缓和后，
再向其宣传拒不配合隔离会造成的恶
劣社会影响和危害，最终使其情绪稳定
并主动配合相关工作。 为确保安全，已
经忙了一天的张秀生坚持与社区防控
人员和医务工作者一起，将被隔离人员
护送上防疫车，直到车子开远，他心里
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疫情防控任务艰巨，社区工作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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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细。张秀生清楚知道自己承担的责任，
主动把辖区 2814 户、5628 名群众的安
危担在肩上。 他说：
“
我在这个社区工作
多年了，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对这里的一
草一木都有很深的感情。疫情防控期间，
我能做到的就是守护社区安全， 虽然身
体十分疲惫， 但是想到在武汉一线冒着
生命危险日夜奋战的医务工作者， 就觉
得我这点辛苦算不了什么。疫情不退，我
们决不退！”朴实的话语体现的却是一片
赤子之心、爱民情怀，他将社区事当做自
家事， 在努力完成好党组织交给的各项
任务时， 还能从细微之处给予社区居民
温暖与关怀， 用实际行动积极践行着一
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努力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贡献。

观 点
常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
志梅：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基
层社区民警在工作中给与了我们社区
很大的支持，社区民警和社区工作者齐
心协力、相互配合，坚守在基层、坚守在
一线。 张秀生警官夜以继日，任劳任怨
的辛勤工作，换来了基层群众、社区居
民的暖心和安心，筑牢了疫情防控的坚
固屏障。 我们将继续携手努力，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1.尽量減少外出活动。 减少走
亲访友和聚餐，尽量在家休息。减少
到人员密集的公其场所活动， 尤其
是相对封闭、空气流动差的场所，例
如公共浴池、 温泉、 影院、 网吧、
KTV、商场、车站、机场、码头和展
览馆等。
2.做好个人防护和手卫生。 家
庭置备体温计、口罩、家用消毒用品
等物品。需要丢奔的口罩，按照生活
垃圾分类的要求处理。 随时保持手
卫生，从公共场所返回、咳嗽手捂之
后、饭前便后，用洗手液或香皂流水
洗手，或者使用免洗洗手液。不确定
手是否清洁时， 避免用手接触口鼻
眼。打喷嚏或咳嗽时，用手肘衣服遮
住口鼻。
3.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居室
整洁，勤开窗，经常通风，定时消毒。
平衡膳食，均衡营养，适度运动，充
分休息。不随地吐痰，口鼻分泌物用
纸巾包好，弃置于有盖垃圾箱内。
4.主动做好个人与家庭成员的
健康监测， 自觉发热时要主动测量
体温。 家中有小孩的，要早晚摸小孩
的额头，如有发热要为其测量体温。
5.若出现发热、咳嗽、咽痛、胸
闷、呼吸困难、乏力、恶心呕吐、腹
泻、结膜炎、肌肉酸痛等可疑症状，
应根据病情，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什么情况下需要佩戴口罩？
佩戴口罩的基本原则是科学合理
佩戴，规范使用，有效防护。 具体如下：

1.在非疫区空旷且通风场所不
需要佩戴口罩进入人员密集或密闭
公共场所需要佩戴就口罩。
2. 在疫情高发地区空旷且通风
场所建议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进入人员密集或密闭公共场所佩戴
医用外科口罩戓颗粒物防护口罩。
3. 有疑似症状到医院就诊时，
需佩戴不含呼气阀的颗粒物防护口
罩或医用防护口罩。
4.有呼吸道基础疾病患者需在
医生指导下使用防护口罩。
5.年龄极小的婴幼儿不能戴口
罩，易引起窒息。

如何正确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如果选择佩戴口罩，请确保口
罩覆盖口鼻。 在佩戴口罩后，避免
触碰口罩。
1.鼻夹侧朝上，深色面朝外（或
褶皱朝下）。
2.上下拉开褶皱，使口罩覆盖
口、鼻、下颌。
3. 将双手指尖沿着鼻梁金属
条，由中间至两边，慢慢向内按压，
直至紧贴鼻梁。
4.适当调整口罩，使口罩周边
充分贴合面部。
建 议 2~4 小 时 更 换 一 次 ， 如
口罩变湿或沾到分泌物也要及时
更换。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健康关怀
防疫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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