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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路街道雅仕兰庭社区党员何军祥

让奉献精神薪火相传

何军祥正在张贴疫情防控宣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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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砖雕技艺传承人刘挽云

刀锋砖上走“青花”绽门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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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一线提“四力”练就本领做战士
刘浩凯

去年岁末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袭击
神州大地，春节的祥和宁静被病毒的魔
爪无情撕扯，无数家庭的欢聚被恐惧割
裂破坏。疫情就是命令，按照市委、区委
部署，我和领导同事们一道，迅速投入到
了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中。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下
沉社区，坚守阵地，以笔为枪，共抗疫情，
这样的经历，使我难忘，更令我成长，其
中最深切的体会，有三个方面。

疫情“大考”，使我感受到报道有声
势才能有力量。疫情发生伊始，每天激
增的感染、死亡人数，让不少人感到迷
茫、不安、焦虑。在这个时候最为需要
的，无疑是思想的引领、科学的指导和正
能量的传播。河东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应时而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迅
速投入工作。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带领
下，我积极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市委、区委决策部
署，为战“疫”凝聚核心力量；宣传科学防
疫知识，使更多人克服恐慌，坚定信心；
宣传疫情防控工作中涌现的模范人物，
先进事迹，讴歌平凡岗位上的责任与担
当，共筑抗击疫情的坚实防线。在不长
的时间里，街道广场的鲜红标语、社区楼
门的小喇叭，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战“疫”
宣传铺天盖地，入耳入心。宣传工作的
如虹气势逐渐驱散了恐惧焦虑的阴云，
河东儿女团结必胜的决心信心一天天昂
扬高涨。这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宣传思想
工作的磅礴力量，更为自己是其中的一
名“战士”而感到骄傲自豪。

践行“四力”，使我体会到新闻有温
度才能暖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干
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
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
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
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
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四个多
月以来，我和领导同事们下沉社区一线、
投身疫情防控宣传，基层成了我们践行
“四力”的演兵场，更成了我们运用“四
力”的大舞台。从通宵达旦开展防控值
守，到采访医疗垃圾转运车辆工作人员，

从倾听万平里社区业委会的“妙招”，到
和前进新里社区志愿者交流社区防疫的
点滴……一次次用脚丈量，用眼观察，用
脑思考，用笔表达，使我把“触角”和防疫
一线党员群众的喜怒哀乐紧密相连。每
一次写作，我的眼前都充满着大伙同心
战疫的生动画面，耳边满是党员群众的
声声叮咛与感人诉说，这样经心用情创
作的作品，也许辞藻并不华丽，篇幅也不
算长，却往往能得到大家的认可转发，热
心评论。我深刻体会到，做宣传思想工
作不能待在书斋案头“隔山打牛”，而应
该背上行囊去“上山砍柴”，唯有怀着对
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投身一线踩泥土，
抓活鱼，工作才“有温度”，只有“有温度”
的工作，才能温暖人心。

使命在肩，使我认识到宣传工作者
有本领才能不恐慌。毛泽东同志曾说：
“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
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这
种本领恐慌，在我从事疫情期间宣传工
作当中，经常有体会。比如有生动的素
材，如果笔头功夫不到位，只能是虽有千
言，如鲠在喉。当前，疫情防控阻击战业
已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区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创”等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这
无一不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要求。“绠短者不可以汲深”，作为一名
宣传思想工作者，必须迅速强化能力，才
能适应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越来越强
的工作。我决心要认真汲取此次战“疫”
工作带给自己的宝贵经验，着眼“四力”强
化本领，做一名合格的宣传思想战线战
士。一得迈开腿，强“脚力”，把握一切机
会走街道，入社区，进书店，访企业，熟悉
一线工作，练就“诗外功夫”；二得辨是非，
强“眼力”，时刻保持宣传思想干部的敏锐
自觉，坚定立场，发现真假、洞烛善恶、分
别美丑，有所扬弃；三得常思考，强“脑
力”，做到心中有人民、胸中有大局，通过
不断学习实践，努力研究、解决工作学习
中的问题；四得多琢磨，强“笔力”，常读常
写，勤学善问，不断提升语言文字驾驭水
平，锤炼扎实文风，早日成为“拿笔杆”、
“敲键盘”的行家里手。

■记者潘莹

在一个充斥着古朴风韵的工作室，一
位温婉的女“匠人”正在一块青砖上专心
雕刻，她就是河东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刻
砖刘”砖雕技艺传承人刘挽云。
“刻砖刘”的始祖，是清代道光年间的

马顺清。其外孙刘凤鸣是天津第一代专
业砖雕工匠，他发明的“贴砖法”被后来的
天津砖雕匠人广泛使用。“刻砖刘”家族的
砖雕作品，广泛用于天津著名历史建筑石
家大院、徐家大院、广东会馆、北宁公园、

清真大寺、清真南大寺、大悲禅院等处。
建国后，国家十分重视传统手工艺人

的保护与支持，刘凤鸣受聘为河北省政协
委员、国家工艺美术大师，代表天津手工
艺人参加了1957年第一届全国工艺美术
艺人代表会议，将天津砖雕介绍给全国工
艺美术界。随后，国家创办“刻砖刘”工作
室，刘凤鸣及其四子刘书儒专职进行砖雕
创作。“刻砖刘”与“泥人张”“风筝魏”“杨柳
青年画”并称为“津门四绝”，共同代表着
天津工艺美术界的最高成就。

刘挽云是刘凤鸣长子刘书林的孙

女。天津古建筑上的家族作品、四爷爷刘
书儒家中的砖雕，都在当时年幼的刘挽云
心中播下了“非遗传承”的种子。刘挽云
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又攻读了古
典文学专业硕士。对古典文学的系统学
习，使她不断加深对传统砖雕艺术的理解
与喜爱，她就向四爷爷刘书儒提出学习砖
雕，然而四爷爷却没有答应。刘书儒说：
“学砖雕没有用，不如花时间去学点能挣
钱的技艺。”“他不是想放弃砖雕，而是因
为太爱了。四爷爷毕生只会做砖雕，但是
砖雕在当代是一个受众很小的行业，他怕
我吃苦。”刘挽云理解四爷爷的良苦用
心。但同样的“痴迷”让她执意要学，几次
软磨硬泡下来，老人松口了，他告诉刘挽
云：“你自己去找来砖雕用的青砖，我就教
给你。”当时天津没有烧造青砖的砖窑，刘
挽云四处找寻砖厂。当她打听到江南有
烧制金砖的窑厂，便一头扎到了苏州、黄
山一带砖雕产业比较发达的地方。终于，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挽云在苏州找到了软
硬适中趁手的青砖。刘挽云拿给四爷爷
看，刘书儒大出所料，没想到这个侄孙女
心意如此坚定，便收下这个徒弟。

刘挽云告诉记者，“刻砖刘”砖雕在选
料上是及其讲究的，并不是所有砖材都适
用。要选择用极细的河泥、经过反复捶打
烧制的青砖，中间不能有缝隙、孔洞、石子
等。雕刻前还要将选好的青砖，裁切至建
筑装饰所用的形状与尺寸。
“很多人跟我说作批量生产，可以多

赚钱，但‘刻砖刘’的‘堆贴透雕法’是目前
翻摸、机雕甚至3D打印都无法复制的工
艺，这就是手工技法的不可替代性，更是
艺术品与工艺品的区别。艺术品不仅是

唯一性，更是具有灵魂的审美表达，将砖
雕艺术化，这条路从太爷开始走，我也一
定要坚持走下去。”刘挽云说，“砖雕是个
磨性子的活儿，完成一块大砖砖雕作品大
概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要先将砖面进行
分区，然后进行层次设计，先挖掏最深层
面，由里至外、由深至浅，雕刻层次，如有
贴砖需要，在最外层处贴上所需砖块。再
在每一层次之上，进行细节雕刻。然后用
细砂纸对需要进行打磨的局部进行打磨，
使细节更加圆润生动。最后再用软毛刷
将雕刻产生的砖灰清扫干净。一块完整
的砖雕作品才算完成。”

身为“刻砖刘”唯一的女性传人，刘
挽云精通古琴、绘画、历史与古典文学。
她充分发挥女性细致敏感的洞察力，结
合古代文学历史专业知识，将传统砖雕
融入现代生活，在传统技法的继承之上，
打破砖雕作品的功能局限性，改变砖雕
的尺寸与陈列形式，融入圆雕技法，使砖
雕不再局限于建筑装饰，也可以融入日
常生活。刘挽云说：“我很庆幸自己能做
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能将家族的事业
延续下去。”

■记者石晓钰摄影潘莹

“大家要勤洗手、多通风，出门记
得戴口罩。”“大爷，这东西不能堆在楼
道里，容易有安全隐患，我帮您搬下去
吧。”“大家都是邻居，俗话说远亲不如
近邻。”……富民路街道雅仕兰庭社区
的何军祥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在2020
年一直积极投身社区疫情防控、创文
创卫、邻里互助等志愿服务工作中。
近日，何军祥又加入到社区疫情防控

的志愿者队伍中，帮着居委会张贴疫
情防控明白纸，增强群众自身防护意
识。2020年中央文明办发布2-7月
“中国好人榜”，何军祥被评为“敬业奉
献好人”。

何军祥的奉献之路从鼠年春节开
始。正月初二，何军祥的母亲因病离
世，给这个平凡的家庭蒙上了巨大的悲
伤。何军祥说：“我年少参军离开老家，
转业到地方工作，将母亲接到身边来照
顾。母亲去世时正是疫情防控刚开始

的时候，把家里人凑到一起，不仅是给
大伙儿添负担，更是给疫情添风险。我
们夫妻二人一合计，做好老家亲人的思
想工作，决定丧事从简。”

春节期间，何军祥只用一天处理完
母亲的后事，就投入到单位的抗疫工作
中。“既然母亲已经离去，那就把她给我
的爱转化为回馈社会的力量，也让这些
本应对母亲尽孝的时间变得更加有意
义。”何军祥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第一时间联系了所在富民路街道雅仕
兰庭社区，成为第一批志愿上岗的共产
党员。除单位安排到岗，每天上午9点到
11点、下午5点到7点两个早晚高峰时
段，何军祥必都会在小区门口，为过往居
民测量体温，做好返津人员排查登记，有
时遇到不配合不理解的邻居，他总会耐
心劝阻、认真解释，雪后最冷的几天他带
头拿起铁锹帮着铲雪……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趋于平稳，何军
祥又加入到维护交通秩序、创文创卫、
扶贫捐款等活动中。平时只要有时间，

他就会穿上红马甲，哪里需要他，他就
站在相应的服务岗位上。“我觉得小区
是我们的大家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如果大家都能帮一把，或者大家一条
心，不光是小区温馨了，咱们住着也开
心呀。我当志愿者时间长了，跟小区里
的居民也都熟了起来，有时还为行动不
便的居民提供帮助，调解调解邻里纠
纷。”何军祥笑着说。

看到父亲在社区里忙前忙后的身影，
何军祥的女儿也耳濡目染地加入到志愿
者队伍中，她说：“奶奶对爸爸的爱是爸爸
前行的动力，爸爸对我的爱就是我的力
量。我也想像爸爸一样，为小区为他人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传递一份爱心。”

红衣之下，他们同是为人子女的普
通人，也是不辞辛苦、选择挺身而出的
“最可爱的人”。何军祥说：“只要有想
志愿服务的心，就能在任何地方发光发
热，也希望我能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志
愿服务和传递爱心的行动中，让奉献精
神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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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天津市河东区宣传战线抗疫启示集》作品选登——

刘挽云正在刻砖

本报讯 日前，团区委、区少工委邀请
全国少先队名师付慧珍，联合鲁山道街道
云丽园、皓林园社区组织开展“津彩假日”
少先队冬令营——小红花课堂首场线上
活动，积极引导少年儿童在新时代中传承
红色基因。在活动中，付慧珍以“红船领
航红领巾、红花少年跟党走”为题，为少先
队员和街道社区辅导员、青少年事务社工
讲述党史、国史、少先队史，让大家永远铭
记“红船精神领航，红领巾少年跟随”。活
动通过观看《闪闪的红星》等爱国主义影
片片段与线上问答的方式，鼓励少先队员
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为期一小时的
课程以线上会议的形式进行定向直播，河
东区各街道少先队辅导员和青少年事务
社工远程学习观看。线上参与活动的少
先队员们可以通过远程答题获得“河东红

花少年徽章”，让小队员们在争当“河东红
花少年”的活动中，不断增强光荣感和组
织归属感。据了解，下一步，团区委、区少
工委还将持续开展“小红花”线上课堂，并
深入推进全区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的
假期社区线上线下“双报到”活动，在落实
好疫情防控要求的基础上，不断聚焦主责
主业，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

鲁山道街道金旭园社区开展了“不
忘初心 缅怀先烈”主题教育活动，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弘扬革命精神。此次活
动通过线上教育形式，扫描即可观看。
老师为同学们讲述了多位先烈的英雄事

迹以及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革命历
程，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今天的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通过此次主题教育学
习，让社区青少年接受了一场思想洗礼
和革命精神的熏陶。

春华街道美福园社区开展预防青少
年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线上讲座，增强
青少年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讲座通过
微型情景剧、知识问答等方式，学习了未
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
相关知识，让青少年充分参与互动，在学
习安全知识的同时，增强个人表达能力
和参与意识。

富民路街道军旅公寓社区寒假
“快乐营地”活动正式启动，线上活动
首先为青少年播放了“请戴口罩——
预防新冠病毒，我们一起行动”视频，
以青少年喜爱的歌曲和动画形式，向
大家介绍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新型
冠状病毒防控指南、如何正确洗手戴
口罩。随后，开展了“快乐假期·安全
相伴”讲座，介绍了交通安全、防火安
全、防止食物中毒、防滑防溺水等方面
知识。滨河庭苑社区开展“普及民法
典 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云课堂活
动。社区普法志愿者罗律师讲解了民
法典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围绕青少年身边发生的案
例详细解读民法典，让他们学会运用
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河东区举办丰富多彩假期活动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近日，富民路
街道军旅公寓社区组织开展“挥毫泼墨
迎新春 翰墨飘香送祝福”活动，丰富社
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弘扬传统文化，展示
书法艺术魅力。

走进军旅公寓社区活动室，迎面飘
来阵阵墨香，来自社区的书法爱好者们
正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他们的书法作
品字字显神韵，得到了围观居民的赞叹

和喝彩。“福寿康宁”“吉祥如意”“喜居宝
地千年旺，福照家门万事兴”……一幅幅
吉祥祝福的词句从书法爱好者们的笔尖
流淌，浓浓的情意、真诚的祝福溢于字里
行间。

参加活动的居民表示：“这些对联和
福字特别受大家欢迎，活动不仅增进了
我们的邻里情，也为社区营造了文明和
谐、喜庆祥和的浓郁氛围。”

富民路街道军旅公寓社区开展书法进社区活动

挥毫泼墨迎新春 翰墨飘香送祝福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 通讯员 单子

霞）日前，河东交警支队卫国道大队
与春华街道新天地家园社区开展环
境卫生清扫共建活动，共同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工作，营造优美洁净的社区
环境。
活动中，卫国道大队的党员志愿者

们与社区党员群众一起对小区院内散落
的白色垃圾、落叶、果皮纸屑等进行彻底

清扫，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虽然天
气寒冷，但大家干劲十足，尤其是看到不
少社区居民也加入到队伍中，更是热情
高涨。一位居民说：“动动笤帚打扫卫生
能活动全身筋骨，这跟出来遛弯、锻炼身
体差不多，还能为小区出一份力，挺好
的。”随着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在小区里回
荡开来，小区的环境卫生也更加的干净
整洁。

春华街道新天地家园社区

交警党员进社区 共建清洁卫生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