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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依法
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倡议书》，将志愿服务组织
和志愿者纳入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总体部署安排。怀
着对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关心关爱之情，他请民
政部支持，为全市 3.7 万余名城乡社区工作者和志
愿者办理了疫情防控专项保险，参与策划了天津社
会组织携手开展“筑牢心理防线，打造安心社区”专
项行动，为社区工作者、志愿者提供了精神关怀、心
理疏导服务。

咱当过兵的人
——市民政局退役军人服务“双战双赢”群像剪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军转干部要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积极适应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牢记生命中有了当
兵的历史，自觉弘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不同岗位上继续出色工作、
活出精彩人生。

在民政党员干部队伍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
姿挺拔、目光坚毅，办事说话雷厉风行，服务群众饱
含深情。他们曾经在军旅沙场磨砺锻造，如今在街
道里巷忙碌操劳。他们是民政系统的退役军人，这
群
“铁汉”
“铁娘子”
把人民子弟兵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带到了民政事业当中，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继续建功立业，有力唱响了新时代民政为民服务
的强音。

带村民奔小康
让困难村旧貌换新颜

之家”
，
困难村的老人孩子脸上绽放了笑容。为让村
民的
“钱袋子”
鼓起来，
老徐带着帮扶组汇集了八里桥
七个困难村 1600 万元帮扶资金，
市民政局注入 60 万
元产业项目资金、武清区农委配套 30 万元，
建设了八
里桥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和甄营生态循环农业园区，
通
过
“托管种植”
的专业集约化经营方式，
盘活了闲置土
地，
农民旱涝保收，
扩大了周边农民就业。
村民给帮扶组的赞誉很多，特困户李乃凤大娘
的一句话让老徐觉得付出多少努力都值了。李大娘
说：
“我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
终于过上了好日子。你
再多待几年吧！
”
这名退役军人、
老民政热泪盈眶。市
民政局帮扶组在这片土地上踩过的泥、吃过的苦，最
终结出了幸福的果，
甜到了农民的心坎儿里。

今夏头伏的第一天，天气闷热，
没有一丝风。武
清区黄花店镇八里桥村每周一次的市集快散了，徐
严格封闭管理
开江刚从生态园区调研回来。几个相熟的老乡热情
给一老一小家的温暖
地向他打招呼，
“徐哥，晚上来家里吃饺子吧！”他笑
着摆摆手，
“谢谢啦，晚上还有工作，改天再聚。
”
59 岁 的 徐 开 江 是 市 民 政 局 的 转 业 干 部 ，自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市民政局对养老院、儿童
2015 年 8 月起担任市民政局驻村帮扶组的组长。 福利院等民政服务机构实施封闭管理，为“一老一
小”
筑起了阻挡疫情的防火墙，
实现了民政服务机构
经过一千八百多个日夜的努力，市民政局对口帮扶
的既定目标。
的八里桥村、甄营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徐成了 “零感染”
村民眼中的大红人。老徐总说：
“当兵的时候，咱讲
齐万洪是市退休职工养老院副院长，59 岁的他
的是军民鱼水情，现在干了民政，咱讲的是为民爱
也是一名退役军人。在疫情防控中，他身兼数职，既
民，都是要把人民服务好，
把农民服务好！”
是班子成员，又是老人的一线服务员。院里膳食科
担负全院 340 余人的膳食供应，人手不足，他就亲自
驻村后，老徐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帮着村里建强
上阵。考虑到封闭期间老人和职工的心理压力增
支部，定规章、买设备、做展板、贴标语、抓教育，强了
党建，聚了人心，
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他看到困难
大，他每天深入食堂操作间，指导厨师合理搭配饮
食，改善伙食。新春佳节，他跟老人一起包饺子过
群众住得不好，
积极协调筹集资金 53.3 万元，
为全镇
19 户自筹资金缺乏的困难家庭进行了危房改造；看
节。老人的生日，他叮嘱膳食科精心准备长寿面，亲
到由于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造成了
“空巢老人”
增多， 手送到老人房间。
赶紧一边向局党组汇报，一边协调区、镇、村，短短一
作为收住 500 多名集中供养养员的儿童福利
年时间，
一个大型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在甄营村的一片
院，确保安全是硬任务。军人出身的市儿童福利院
废弃的泥坑上平地而起。八里桥村设立了
“关爱儿童
院长姜春辉，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始终保持着

为人民群众站岗放哨

冷静的头脑和连续作战的能力。她全程保持战时状
态，成立领导小组、配备防护物资、出台管理办法、制
订应急预案等。对于重症重残孩子必须赴院外治疗
的问题，她细之又细，
一个孩子突发中耳炎需马上送
往儿童医院就医，她亲自为孩子、老师准备口罩、防
护衣、手套、鞋套、消毒凝胶，反复检查叮咛，生怕出
一丁点儿差错。她说：
“这些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守
护他们是我的职责，请组织放心。”

肩负民政使命
把主责落在防控前线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民政干部坚持聚焦主
责主 业 ，充 分 发挥 民 政 职 能 ，扎 实兜 牢了 防 控 工
作底线。
天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
殡葬处党委书记、处长王田玉向局党组交出了
“请战
书”
，
从蓟州老家迅速回到了工作岗位。作为一名退
役军人，他敏锐地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连夜补充防
疫物资、出台应急预案和操作规范。对于特殊遗体
处置各环节，他反复推演推敲，为了检验效果，不打
招呼组织实战演练。考虑到适逢清明节，他创新提
出网络祭扫、网上集体共祭、清风行动进家庭等多项
惠民举措满足群众祭扫需求。他多次到特殊遗体处
置场所、隔离观察区查看生活环境、后勤服务，要求
必须保障好一线职工的安全和生活。他还经常与隔
离观察人员、备勤人员视频连线，跟他们问需求、拉
家常，去家里探望家属，
同下沉社区干部一起站岗。
社工处王雁飞，人虽然年轻，却有着 18 年的军营生
涯。从事社工队伍建设和志愿服务的他，深知社会
工作和志愿服务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重要性。他以
军人般的速度快速反应，起草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志愿服务保障工作方案》和《市民政局关于社会工作

20 年前，殡葬处的程玉成是“坚守英雄连”的老
连长，局网信办的张大伟是刚从军校毕业的“新排
长”，战友情从那时起便在心底深深扎根。20 年后，
他们双双转业到市民政局，疫情发生后两人主动请
缨各自下沉社区，这对儿战友再次并肩作战，在各自
值守的卡口，代表民政干部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拉起了一道安全网。
老程值守点位的居民多，他一手拿着测量仪，一
手拿着二维码，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当年在部队
训练过猛，他的左膝受伤，留下了后遗症，站久了骨
头缝钻心地疼。领导到卡口问候他，他笑着说：
“嗨，
没事儿！”下沉社区期间，老程担任殡葬处下沉干部
临时支部的组织委员，负责传达上级要求，掌握党员
思想动态。虽然如今通讯技术已经能够实现“一秒
传达”，但老程说，干部们辛苦，还得去实地访一访、
当面谈一谈，心里才踏实。
小张把军人雷厉风行、不怕吃苦的作风带到了
下沉社区工作中，不但上岗尽职尽责，
下岗后也主动
备勤。狂风大作那日，小区的临时围栏被刮得严重
变形。刚刚换岗回家的他把女儿反锁在家里，赶紧
又主动回到岗位，与维修工人一起拆挡板、拔钉子、
压石头，忙了几个小时。除了站岗，
小张还主动当起
了网格员，认领了防疫宣传、小区巡逻、走访群众等
工作。在进行困难群体排查时，小张负责的李奶奶
家的门始终没有敲开。他联系了房主、老人亲戚、邻
居，谁也不知道李奶奶老两口的去向。小张不放心，
只好隔一会儿就过去看看，看了十多遍，直到晚上看
到灯亮了，才又使劲敲开了门。原来老两口耳背，白
天没听到敲门声。看到老人没事，小张揪着的心才
算放下。
老徐、老王、老 程、齐 院 长、姜 院 长、小 王、小
张 …… 他 们 的 故 事 只 是 民 政 退 役 军 人 的 缩 影 。
在民政系统，这样的退役军人还有很多，
他们用军人
的品格、
素养和行动力用心用情践行着民政为民、
民政
爱民的工作理念，
以民政人踏实肯干的作风肩负起新的
使命担当。他们说：
咱当过兵的人，
干啥都像样！

③

①天津 SOS 儿童村——孙金波，1984 年从部队转业，1993 年来到儿童村，至今在儿童村工
作已有 27 年。他罹患癌症却依然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保障儿童村家庭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守护
全村人员的健康。图为孙金波在疫情期间为孩子们采购食材。
②市殡仪服务总站——王彬，2011 年转业参加殡葬工作。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王彬主动放
弃春节回老家团聚的机会，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应急处置工作队，毫不犹豫地冲锋在前并圆满完
成了处置任务。
③天津市养老院养护三科——李敬，2000 年离开部队走进养老院，走进孤老的身边，坚守为
老服务一线岗位二十年，退役不褪色，用她的话说：
“我甘愿做一块养老行业的奠基石，永葆为老初
心，努力提升老人的幸福指数。
”图为李敬为老人宣讲疫情防控知识。
④市第二殡仪馆——张旭，
2004年10月复员。得知将组建特殊遗体处置应急服务队时，
作为两
个孩子的父亲，
他不顾个人安危, 放弃了春节假期，
第一时间主动请战，
奔赴了抗击疫情的最前线。
⑤市安宁医院——毛瑞军，2016 年转业至安宁医院，现任行政科科长并负责消防安全工作。
在疫情防控期间，用行动书写担当，用责任诠释奉献，为患者筑起一道安全防线，发挥了一名退伍
老兵“退伍不褪色”的作用。

①

践行铮铮誓言
民平

守卫社区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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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用为民爱民之举

④

⑤

我是民政
“老兵”
，为人民服务

岁月不居，时节如
流。从沙场点兵到“筑
基”
工程，
时间见证了民
政退役军人永不停歇的
脚步。
民政系统的老兵
们虽然退出现役，但退
役不褪色，始终牢记军
人的使命担当，争当新
时 代“ 最 可 爱 的 人 ”。
他们脱下军装，换上了
民政为民服务蓝马甲，
穿梭在街头巷尾、田垄
乡间，续写了退役后的
军民鱼水情和民政为
民爱民情。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战场上，有老兵们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身影。
“若有战，召必回”——
这是老兵们退役时留
下的铮铮誓言。疫情
发生后，他们纷纷递上
请 战 书 ，请 求 重 披 征
衣，再上“战场”。民政
干 部 以“ 人 民 至 上 ”的
信念汇聚成一股宏大
的力量，完成了民政服
务 对 象“ 零 感 染 ”的 硬
任务，践行了对人民群
众的庄严承诺。
在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的道路上，有老兵们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汗
水。民政工作关系民
生 、连 着 民 心 ，是 社 会
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
工作，也是与人民群众
面对面的工作。他们
将民政工作作为军爱
民 、民 拥 军 的 延 续 ，通
过“筑基”工程转作风、
改 方 式 、摸 底 数 、连 民
心，把群众的事儿当成
自己家的事儿，以军人
的速度和作风马上办、
靠谱办，真正做到了脑
中 有 数 、脚 下 有 泥 、心
中有光。
在推进新时代民
政党的建设和党的民
政事业融合发展的进
程中，有老兵们功成不
必在我的奋斗。他们
用青春在军营里磨炼、
成长，用余生为民政事
业努力，在各自的工作
岗位上辛勤耕耘，完成
党和政府交办的大事
小事，把最基本的民生
保障、最基层的社会治
理和最基本的社会服
务落实落细到群众能
够享受到的最后一米，
为 服 务“ 六 稳 ”
“六保”
大局贡献民政力量。
民政退役老兵，你
们将军人的果敢作风和
爱民情怀注入民政事
业，向你们学习，
向你们
致敬！

刻铭记自己是一名军人。退伍后我把单位当做军
营，上级下达的任务当作军令，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全心全意做好党的宣传员、人民的服务员。在
建军 93 周年之际，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我真挚地向我
们可爱的军人战士们敬礼，我也将在民政岗位上继
续发光发热。

天津市汽车水箱厂 李子强
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 93 周年来临之际，民政系统退役军人
写下寄语，
向党承诺，向人民群众汇报。

市民政局二级巡视员 宋称意

的军人底色。我将始终牢记使命初心，站稳群
众立场，践行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
工作理念和
民政工作“三聚焦”
“三基”要求，坚持把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当成最大、最急、最要紧
的事，把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作为衡量工作
成效的尺子，在新时代民政事业的征程中续写
党员的担当和军人的忠诚。

过去上的是营区哨位，现在守的是社区门
卫。过去站岗肩挎冲锋枪，防的是敌情；
现在上
岗手握测温枪，防的是疫情。过去站岗，扎腰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 郭振升
带，身着绿军装，头上红星闪亮，威武雄壮；
现在
上岗，戴袖标，身穿蓝马甲，胸前党徽发光，满脸
从部队转业到民政系统一年有余，深深体
慈祥。过去上哨位，有威严感，卫兵神圣，不容
会到“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真谛。我从事的
侵犯，高声断喝：
站住！口令？黑暗中如晴天霹
养老服务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既现实又紧
雳；现在守门卫，为民服务，亲切问候，无怨无
迫，既平凡又伟大，更事关长远发展。民政工作
悔。过去站哨位，风华正茂，热血沸腾，为祖国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走上这个岗位，就要践行
站岗；
现在守门卫，人到中年，激情满怀，为人民 “转业不转志，转岗不转魂”的铮铮誓言。满腔
值守。
忠诚，在平凡的岗位尽职尽责，让天津这座城市
感悟：
党心军心，都是为了民心；
党徽军徽，
的寿星更多、老年人的笑容更美，以实际行动推
都是希望之辉；绿军装蓝马甲，都是战斗的盔
动养老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甲；站哨位守门卫，都是人民的好保卫；军旅情
民政心，
都是人民的守护神！
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 窦占红

市民政局二级巡视员 付卫兵
30 年的军旅生涯，为我的人生刻下了厚重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作为救助
工作者，一名部队转业干部，十八年部队生活锻
炼了我“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身为民政干

部，面对脱贫攻坚战、疫情阻击战，无论难度多
大、任务多重、要求多高，我都会坚定必胜决心，
始终牢记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
的工作理念，做
到应救尽救，筑牢织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托底之网。

市民政局事业处 马福明
38 年前，我满怀理想走进绿色的军营。经
过这座革命熔炉的锻炼，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强
的战士。十年后，我卸下戎装，转业到地方，从
此便与民政结下不解之缘。我常想：军人的职
责是保国护民；民政人的使命是为民爱民。今
生从事民政工作，我无怨无悔。若有来生，下辈
子还做民政人！

市救助管理站 徐有昌
2006 年，我转业到市救助管理站，以退役
不退色的精神面貌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作为
救助站行政科的副科长，牢固树立
“单位过紧日
子，受助人员过好日子”
的理念，当好
“管家”
，为
受助人员提供舒适的生活保障。今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我作为民政
“老兵”
，立志
发扬民政的为民爱民精神，为我钟爱的救助事

业奋斗终生。

市殡葬事业管理处 岳井海
脱下军装，投身民政已 11 个春秋。在为逝者
和家属服务的第一线，在聚光灯背后的岗位上，始
终保持军人本色，尽职尽责。今后我将继续保持
不怕吃苦、不畏艰难的作风，继续弘扬革命军队的
优良传统和精神风貌，做到退伍不褪色，为民政事
业发展献计出力，为服务人民群众鞠躬尽瘁。

市第一殡仪馆 王熙然
脱下戎装，身披“民政蓝”，至今 20 余载。军
旅生涯让我历练了担当，如今角色虽然转变，但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不改！作为民政干部，在面对前
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中，我会铁肩扛起如山使命，
全力服务“双战双赢”，加快推动殡葬事业改革发
展，充分展现退役军人扎根民政，践行对党旗作出
的誓言！

天福集团 郭庆忠
我 1979 年开始在空军部队服役，在部队学到
了很多，转眼间退伍已经 36 个年头，但我仍然时

作为军人，责任就是使命。离开了部队，参加
民政工作，义不容辞地肩负自己的责任。我时刻牢
记自己是一名退伍军人，时时处处为单位着想，提
高工作标准，扑下身子工作，在工作中发扬军人不
怕苦不怕累、勇担先锋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

西青区民政局 李辉
从部队退役 35 年来，我一直奋战在民政事业战
线上。军人的优良传统和民政工作理念，让我更加
真心对待病重的百姓、孤寡的老人、困境的儿童等
困难群众，给他们最温暖的爱，让他们都能沐浴在
阳光里、绽放出幸福笑脸。我愿甘当“孺子牛”、勇
做“挑山工”，在为民爱民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为新
时代民政事业发展默默奉献力量。

南开区体育中心街阳光壹佰国际新城社区 王叩

我是一名有着 17 年军龄的空军战士，始终保持
着雷厉风行、迎难而上的军人作风，急群众之所急，
想群众之所想，始终把居民放在心坎上，为居民解
决一件件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我将继续扎根
社区，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居民满意的笑容就是
我工作的最好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