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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庄街道深入开展“双进双认·筑梦直沽”实践活动

“你点单，我接单”党心民心相连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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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促成长创文正当时
吴迪

疫情发生以来，全区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坚决响应党中央和习近平
总书记号召，全力以赴投身抗疫斗
争。疫情防控是对党员和干部党性
观念、大局意识和工作能力的一次大
考，也助推我从一个基层组工干部迅
速转型为综合型宣传干部。

实践锤炼能力

疫情防控初期，为加强社区封闭
式管理，我们被安排到中山门街道团
结楼卡口值守，保卫这座楼里居民的
健康安全。测温、询问、登记、观察、
解除，对每一个经过卡口的居民重复
着这样的步骤，把抗击疫情的最新要
求讲给居民，把健康防护的知识分享
给居民，把信心和乐观传递给居民。
偷偷塞一个苹果、一瓶酸奶……看着
匆忙跑远的居民，我感到工作的价值
和感情的流动，在群防群控中干群关
系逐步升温，更加团结。

写出有温度的报道，让正能量充
盈社会舆论空间，鼓舞全社会战“疫”
必胜的决心，是宣传干部义不容辞的
责任。为了确保原创作品的质量，充
分挖掘报道基层社区和各条口的工
作情况、感人事迹，我作为宣传战线
的新兵，时间紧急只能干中学，到社
区、到菜市场、到相关单位，去观察、
去感受、去挖掘、去采访、去报道。期
间，我会对本领不足感到恐慌，也会
因稿件被上级媒体采用而深受鼓舞。

每每读到领导和同事们刊发的
报道和稿件，看到微信群、朋友圈大
量转发的抗疫信息，收到群众读者的
留言反馈，全社会不断高涨的战“疫”
信心，让我对宣传工作焕发的巨大能
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深感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必须迅速提升自身工作
能力和水平。

创新孕育活力

疫情来势汹汹，党员干部和全体
群众共同迎战，在重大困难和挑战面
前，全区上下展现出顽强的意志和坚
定的信心，大家空前团结，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

疫情带来的不仅是各项工作时
间紧、任务重、压力大，还在危机中孕
育了机遇。各条口根据疫情形势变
化不断拓宽工作边际，街道社区加强
群防群控，广大居民群众踊跃投身抗
疫宣传，社区网格化制度优势和便利
充分显现，垃圾处理、消杀改变了城
市、社区的环境，健康教育提高全民
防疫和健康生活的意识，志愿服务活
动助力共治共享，居民群众主人翁意
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

这是创文工作的一次重要窗口

期，各单位以更高标准坚决落实各
项工作任务和进度，加强群防群控
为创文工作发动群众共治共享凝
聚了更扎实的群众基础。我们根
据创文工作重点和难点，结合疫情
防控重点工作，组织开展九个专项
行动，特别是在清洁社区、社会宣
传、志愿服务、规范菜市场等行动
中，坚持疫情防控的高标准，依靠
疫情防控积累下的好经验、好做
法、好作风，不断探索工作方法，开
拓工作的新局面。

信心造就奇迹

战“疫”斗争中，任务最艰巨、形
势最严峻、环境最危险的莫过于医务
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群体。医务工
作者舍小家顾大家，义无反顾地投身
到抗疫第一线，为治愈更多的患者奉
献着自己的力量；社区工作者在疫情
防控初期，防护装备紧缺的情况下，
开展地毯式排查，逐门逐户登记每个
人是否外出、是否有发热等症状，他
们是最美逆行者，是人民健康安全的
护佑者。

我们在全区广泛开展社工精神
和医疗队精神征集评选活动，将广
大社区工作者敬业奉献、大爱无疆
和广大医务工作者舍生忘死、救死
扶伤的精神进行提炼，并以此为主
题建设口袋公园，将河东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展
现出的“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
越向前”的大无畏精神，转化成全力
推动河东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双战双赢”，全面加快“四个之
区”建设、打造“六场硬仗”升级版的
不竭动力源泉。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原本
工作的节奏，疫情防控和各项工作
客观上都面临着时间、资源、进度等
一系列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要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想尽一切办法
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加班加点追赶
进度。“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
脚更长的路”，作为党员干部，我们
的力量来自于坚定的理想信念，不
断锤炼的作风和能力。

战“疫”的经历让我快速学习、不
断历练、迅速成长，不断鞭策我提升能
力本领。作为宣传干部，必须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不断增强
“四力”，努力提高政治素质，提升业
务本领，锐意创新进取，锤炼优良作
风。作为从事创文工作的宣传干部，
更要提升统筹能力、协调能力、服务
能力，坚持用脚步丈量文明，扎实做
好创文工作，为促进城区文明程度提
升，增强河东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而不懈奋斗。

■记者彭娜

“你呼，我应”“你点单，我派单”“你
派单，我接单”，如今，大王庄街道正在深
入推进“双进双认”活动，在政府和群众
间、服务和需求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供
给侧和需求侧精准对接，党心和民心相
连相通。

如何发挥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

轴心作用，大王庄街道在党建凝聚资源、
助推社区发展方面进行了探索，通过开
展“双进双认”，把28家大工委成员单
位、58家结对共建单位紧紧地捆在一
起，以共建单位提供的各类服务、资源，
形成“资源清单”；以征求意见、入户调查
等形式，形成“需求清单”；在此基础上进
行供需匹配，形成“项目清单”，特别是在
疫情防控、创文创卫创城、七人普、扶贫

助困、积案化解和拆违两个“百日攻坚”
等重点工作中成果突出。“基于以上实践
经验，在深化‘双进双认’实践活动中，为
使人岗更匹配，我们设立了‘岗位超市’，
由下沉机关党员干部进行自选。”大王庄
街道党工委书记吕昀轩介绍说。

记者看到，在大王庄街道各社区都设
置了“双进双认在职党员报道处”，各社区
为前来报道的党员干部详细介绍“岗位超
市”的服务项目。即按照‘1＋3＋N’原
则，每名下沉党员干部与1名困难群众
“认亲戚”，同时认领兼职副网格长、楼门
栋长志愿者、宣讲员3项必选岗位，还可
以在“创文创卫创城”工作、招商引资、纠
纷调解、法律援助、信息报道等岗位中选
择一项或多项岗位。此外，群众可以根据
自身实际需求，向岗位超市“点单”；社区
党委收集群众的诉求，向下沉党员干部
“派单”；下沉党员干部根据自身单位、专
业、技能等优势“接单”，真正做到“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区住建委党员干部报道
第一天就热情接待到社区因房屋问题找
律师的居民，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居
民解答房屋买卖的问题，为居民解决了实
际问题，赢得了居民的点赞。

疫情防控期间，街道充分动员市、区
两级下沉社区干部与困难群众“认亲
戚”，让党员的“服务之手”和群众的“需
求之手”看得见、拉得上、握得住。在此
基础上，街道指导各社区成立亲戚资源
库，由社区网格员担任联系人，每位党员
干部与一名“四失五类”人员自选结对认
亲。根据党员干部实际制定服务计划，

力所能及地开展“一对一”帮扶，着力提
升被帮扶对象的自造血功能。

独居在大王庄街道麟祥里社区的
91岁老人陆再兴是街道心理慰藉服务
的重点对象，通过结对认亲，陆再兴与河
东区档案馆的机关干部结成了帮扶对
子。机关干部不仅为老人购买了米面油
等生活用品，还隔三差五过来探望。虽
然只是为老人简单做做家务，聊聊天等，
但对于独居的陆再兴老人来说都是生活
中莫大的慰藉。

迈进群众的门槛容易，走进群众的
心坎难。把群众的需求了解清、解决好，
架起联系群众的“连心桥”，是破解基层
治理难题的关键。大王庄街道作为河东
区“双进双认·筑梦直沽”实践活动试点
单位，以新时代群众需求作为出发点，通
过“组团式”进社区认岗位、“拉手式”进
家门认亲戚，在社区群众与机关事业单
位党组织之间搭建起了一座连心桥，让
志愿服务更加精准，让惠民便民力度大
大提高。

你的手洗对了吗？
疫情期间，手卫生很重要，但是

你真的洗对了吗？
肥皂与酒精

哪个消毒能力更佳？
肥皂属于清洁剂，酒精属于消毒

剂，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肥皂水不能直接杀灭病毒，但可以通
过洗手的洗涤作用，将大部分病毒和
细菌从手上去除。而且肥皂洗手更
加方便、快捷且有效，预防新冠病毒
的效果更好，适合大众广泛使用。

高浓度的酒精可以直接使新型
冠状病毒失活，起到消毒的作用，仅从
单位量来看，75%的酒精杀毒效果确
实好于肥皂，但不建议直接用酒精洗
手，否则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造成脱
皮、干燥、毛孔粗大甚至干裂。而且如
果手上很脏，脏东西可能会阻挡酒精
的渗透，把病毒“保护”起来，所以这种
情况下，首先还是应该先用肥皂水清
洁双手。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建议作
为应急产品，在特殊场合使用，如人流
量大的公共场所（医院、火车站）、流行
病高发期、户外不方便时。

酒精浓度越高
消毒效果就越好吗？

并非酒精浓度越高，消毒效果
就越好。高浓度的酒精会让病毒表
面的蛋白质迅速凝固，但由于速度
过快，会导致酒精无法继续往内渗
透，对某些病毒来说，它的内部仍然
是“活的”，所以效果不佳。当酒精
浓度低75%，由于渗透性降低，也
影响杀死病毒的能力。75%的酒精
与病毒感染细胞的渗透压相近，可

以在病毒表面蛋白未变性前，逐渐
不断地向内部渗入，使病毒所有蛋
白脱水、变性凝固，最终达到杀死病
毒的目的，特别是冠状病毒。

什么时候需要洗手？
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为了

避免经手传播，应注意洗手，洗手频
率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以下情况应
及时洗手：外出归来，戴口罩前及摘
口罩后，接触过泪眼、鼻涕、痰液和
唾液后，咳嗽打喷嚏用手遮挡后，护
理患者后，准备食物前，用餐前，上
厕所后，接触公共设施或物品后（如
扶手、门柄、电梯按钮、钱币、快递等
物品），抱孩子、喂孩子食物前，处理
婴儿粪便后，接触动物或处理动物
粪便后。

怎样保证洗手效果？
洗手是减少手部细菌、病毒最

直接有效的办法之一，正确洗手是
关键。正确洗手是指使用流动水，
肥皂或洗手液洗手，每次洗手应揉
搓20秒以上，应确保手心、手指、
手背、指缝、指甲缝、手腕等处均被
清洗干净。不方便洗手时，可以使
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进行手部
清洁。
外出不方便洗手，该怎么办？
可以使用含酒精消毒产品清洁

双手。冠状病毒不耐酸不耐碱，并
且对有机溶剂和消毒剂敏感。75%
酒精可灭活病毒，所以达到一定浓
度的含酒精消毒产品可以作为肥皂
和流水洗手的替代品。

（来源：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记者彭娜

他，71岁，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
身体硬朗。作为一名宣传战线的“老
兵”，他退休后依然活跃在社区，把社区
当讲台，兢兢业业奋战在宣讲的第一
线。他就是河东区“四史”宣讲团团长、
唐家口街道新开路社区居民何云江。

作为宣讲团团长，如何把“书面语”
变成“大白话”送到群众手中，让群众听
清弄懂，推进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
百姓家”成为何云江退休后的必修课。
他深知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理论创
新的步伐。每天他利用闲暇时间看新
闻，读报纸和书籍，即便再忙，学习的时

间也必须保证。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
“三必读”和“三必看”，即必读《人民日
报》、必读《天津日报》、必读每周一期的
《天津日报·今日河东》，每天晚上必看
《新闻联播》《天津新闻》《河东新闻》。
在宣讲内容上，他精心编写了十几万
字的宣讲稿，内容丰富，生动鲜活。在
宣讲形式上，他不拘泥于传统的宣讲
形势，依托文艺团体和各类社区活动，
以居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党的创新
理论入脑入心。他自费印制了几十幅
宣传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群众宣
讲。他还借助全区建立的主题公园、广
场，如崇善园“好人榜”，如意园“精神文
明宣传牌”“廉政文化宣传长廊”等处，

随时随地向游园群众宣传先进人物事
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的宣
讲不分时间、地点，只要有机会他就会
宣讲。
在给社区居民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时，为了让大家入脑入心，在学
习上他没少下功夫。通过自己的学习，
再去感悟，将一些观念悟透，让大家更透
彻地理解。“何老师讲得特别好，语言通
俗易懂，还结合当下，结合自己的社区，
用讲故事的方式给我们呈现，让我们听
着特别生动，这样记得也就牢靠了。”在
听完何云江宣讲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后，社区居民这样说。自2008年加
入宣讲队伍以来，何云江已累计宣讲百
余场。“我虽然退休了，但是思想上、行动
上不能退休，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今后
我要增强宣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针对
性、实效性，让更多居民知史爱党、知史
爱国，汲取精神力量。”何云江告诉记者。
除了担任“四史”宣讲团团长，何云

江还是新开路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书记。了解到社区党支部内的党员有
很多不方便出门的老年人，何云江还与
社区工作人员一起送书上门。自去年
10月份起，除了每月组织大家集中学

习，他还开办了“手机微课堂”，将新鲜
资讯、应知应会以及宣讲课程及时进行
发布。作为宣传战线的“老兵”，河东区
文明办的退休干部何云江深知宣传的
重要意义。在去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战役中，他提出在支部全体党员中开展
“三个一”活动，即：打一个慰问电话，写
一封慰问信，提一条合理化建议。在何
云江的带动下，支部党员积极参与行
动，共拨打问候电话100余个，书写慰
问信60余封，提出合理化建议30多
条。在疫情防控期间，他还主动承担起
支部三位年过八旬老党员的生活服务，
经常拨打电话询问他们有何需求。在
得知一位老党员身体不适后，何云江自
费购买营养品代表全体党员到家中看
望。此外，他和家人还积极参加社区创
文活动，为订立社区居民公约提建议，
主动清扫楼道卫生，解决了多起污水外
溢、道路坑洼、井盖缺失等问题。

曾有许多熟悉何云江的人问他，都
退休十几年了，哪来那么大的劲头参与
这么多活动。他总是笑笑回答：离岗不
离队，退休不褪色，这是我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应该发挥的先锋模范作用，我要
继续发挥余热，让余热依然火热。

我
们
同
努
力

疫
情
定
可
防

健康关怀——疫情防控微课堂

2020年《天津市河东区宣传战线抗疫启示集》作品选登——

机关党员干部进社区认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