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宋德松

“春节快到了，我们要为困难群众尽自
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春节前夕，和平区纪委监委组织了一
场特殊的捐款活动，你50元，我100元，95
名机关干部们将涓涓细流汇成了海洋，
将爱心变成了希望……
这次捐款的对象叫赵金团，区纪委

监委党员干部在“和平夜话”实践活动
中，为其解决了窗户透风、没有暖气等
问题，在随后的回访过程中，赵金团生

活中遇到的困难和处境让区纪委监委的党
员干部更加心酸。
赵金团是一名40年党龄的老党员，4年前

儿媳因白血病离世，抛下了年仅8岁的女儿，孩
子父亲常年在静海上班，根本无法照料这个
“破碎”的家庭。赵金团老夫妻俩拖着病身把
孙女一年一年抚养长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两
位老人身体每况愈下，赵金团心脏不好，安装
了多个支架，老伴儿也患胰腺癌，并且已经晚

期转移，眼看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就要倒下，在
这种情况下，孩子的姥姥姥爷伸出了“援手”，邀赵
金团老夫妻俩到赤峰道25号一起居住，即便是四
个老人共同照顾孙女，生活依旧十分拮据。
区纪委监委干部得知该情况后在机关内自

发组织起了爱心募捐活动。一下午的时间，区纪
委监委机关干部纷纷主动伸出援手，奉献爱心。

当大家把爱心募捐款送达赵金团手里的时
候，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哽咽地说：“感谢党，感谢
区纪委监委给我送温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
教育好自己的儿子、孙女，让他们一门心思跟党走，
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努力为党的事业作贡献。”
“纪检监察干部是党的先锋部队，把党的

温暖送到困难党员和群众心坎上是我们义不
容辞的责任。我们坚信，无论哪家生活有困
难，有党组织在就一定能渡过去，我们的责任
就是以实际行动去帮助，不让一家一户有过
不去的坎。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赵金
团一家渡过难关，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
佳节。”和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监委主
任李秋增激动地说。

■本报记者 陈忠权

为迎接辛丑牛年春节，连日来，武清区汊
沽港镇开展了给“爱心人士”送关爱慰问活
动，让播撒爱心者也能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

早8点，家住武清区汊沽港六道口村
刘伟家的大门被推开，镇党委宣传委员赵
亚国、镇文化站站长赵廷山带领志愿者们
走了进来，手里提着红红的礼品盒。
“刘伟，您是道德模范、‘武清好人’，多

年来干了很多好事，特辛苦，春节快到了，
我们代表镇党委政府特意来慰问你们。”赵
亚国紧握着刘伟的手亲切地说道。

33岁的刘伟是汊沽港镇六道口村一
位普通农民，更是一位爱心人士，多年来创
立的“三爱雷锋车队”常年开展扶危济困、
志愿奉献活动，至今已发展志愿者近400
人，自己先后捐出了40多万元。

“扶危助困，关爱困难群众，这是我愿做
的事，感谢镇党委政府给我们加油。车队节
前已慰问了20户困难家庭上学子女，送去食
品、衣服、玩具同时，特意送去多种文化学习
书籍，帮助他们早日成才，报效祖国，2021年
我们还要加大扶困力度。”刘伟说道。

走出刘伟家，慰问组又来到了镇一街小
学教师、道德模范、“武清好人”—韩秀梅
家。韩秀梅，多年来一直坚持到养老院、和
平之君儿童福利院照看老人和孤残儿童，参
加瓷娃娃爱心关爱活动，常年坚持献爱心。
“今天镇党委政府看望我，特感动，新的

一年，我要继续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弘扬淳
朴互助的文明乡风。”韩秀梅表示。
赵亚国介绍，近年来，该镇成立了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涌现出了一批道德模范。为感谢并
鼓励他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播撒爱心，我们特
意组织了这次慰问活动，给播爱者鼓劲加油。

■本报记者苏晓梅

2月10日，早上8:00，天津水务集团所属
自来水集团凌庄水厂副厂长肖峰一如往常，早
早来到位于水厂南侧办公楼顶楼中控室。

中控室的电脑屏和大屏上，实时监控
着厂内从原水到出厂水全过程实况以及全
工艺流程数据监测。这里是肖峰每天上班
第一个“打卡”点位。

他通过“生产运行监控系统”查看前一天
水质、在线仪表过程水等数据曲线。这两天
的运行情况一直平稳，这令肖峰感到满意。

随后，他叮嘱运行人员：“春节到了，咱们
更要保障供水安全，大家努把力，尽心值守，
在设备巡视巡检、水质监控上多加注意。”

往年春节是一年中供水量最低的时期，
去年只有不到29万吨/天。而今年由于很多
人留津过年，到目前为止，外网用水量没有
明显降低，依然保持在40万吨/日以上，和平
日42万吨/日的日均产水量基本持平。
“从没遇到过供水需求这么大。”作为

主抓生产的副厂长，肖峰感到“压力山
大”。他说，“今年滤池负荷没有下降，送水
设备也不能休息，生产线负荷会比较高。”

“我们提前备足混凝剂等药
剂，并对关键设备设施进行了维
护，在春节期间应急处理措
施上也做好预案。”完成中
控室例行工作，肖峰开始产
水全流程巡视，他边向西侧
预沉池走，边对记者说。

一小时后，肖峰巡视完新生产
线，看到“4系列产水浊度仪”上显示
0.020度，“这说明滤后水浊度已经优于饮用
水国家标准。”一切正常，这让肖峰松了口气。

在水厂东侧，一片土地已平整出来。
肖峰告诉记者：“老送水泵房能力有

限，最高峰送水仅能达到44万吨/日，为匹
配60万吨/日产水能力，我们从2020年年
底开工建设送水泵房异地重建工程，拆掉
5号清水库，在其上建一期南侧泵房，预计
2021年年底完成，届时送水能力可提升到
55万吨/日。2022年年底二期建成后，就
能实现60万吨/日送水能力。”

今年春节是成都人肖峰第三个不能回
乡的春节，大年三十，他还将坐镇水厂，他
说，希望他的守候，能让津城百姓和留津过
年的人用水无忧。

“红马甲”解困迎新春

好心人 获特别关爱

“先锋队”温暖送心坎来自山西的张晋元 —— 和自己“赛跑”

■本报记者姜凝

天津大学牵头的我国地震工程领域首
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型地震工
程模拟研究设施，正在天大北洋园校区内
建设。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继贵州天眼
等之后的又一“国之重器”，建成后将成为
目前世界最大、功能最强的重大工程抗震
模拟研究设施。为建设好这一设施，春节，
许多科研团队成员放弃了回老家团聚的机
会，留津继续开展建设、科研工作，为今年
土建主体完工等打下扎实基础。
“这是水下振动台的设备区，整个

17000多平方米……”天大地震模拟设施
建设管理办公室工程管理部部长张晋元向
记者介绍说。54岁的他是山西人，今年国
家倡导就地过年，加上项目工期紧，大型地
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科研团队的30多人里
包括张晋元在内90%的人都留了下来，“还
有好多项技术方案等案头工作要做，也要
根据需要随时到已进入冬歇的施工现场看

看，为节后后续工作作准备。”
“天大牵头建设的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

究设施，将建设尺寸和载重量更大的地震模
拟振动台，以及能同时模拟地震与水下波流
耦合作用的振动台台阵试验装置，设施将在
2024年建成，建成后可以进行大型建筑在
历史最强地震下的抗震试验，可整体提升工
程结构安全性和国家防震减灾的能力。”谈
起项目意义，天大地震模拟设施建设管
理办公室科学工艺部副部长刘铭劼十
分自豪，但他也表示，当技术走到世界
前沿，很难有现成文献、先例可以参考，这更
需要从工程中挖掘出科学问题，通过基础研
究，从根本上获得突破，才可能胜人一筹。

按照计划，今年5月要进行地下结构
中的闭水实验，这部分是专门做跨海桥梁、
海底隧道等建筑物抗震实验的地方。刘铭
劼说，春节期间，他们要完成闭水实验等技
术方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早一天
建成就能早一天发挥作用，这也是团队自
我加压、只争朝夕的动力。”

■本报记者马晓冬

大红的吊钱儿，火红的福字。走进高
新区华苑产业园的天津三安光电有限公
司，浓浓的年味儿迎面而来。

厂区的院子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年
货，煞是壮观。一百多个员工正忙着收发
春节的年货，脸上满是兴奋和喜悦。这边
的大礼盒摞了一人高，那边的大礼包占满
了篮球场边的空地。“今年滨海高新区给
我们企业的年货特别实惠，各种零食酱货
满满当当一大盒。”公司党委书记杨鹏飞
指向院子的另一边，“这些是我们企业自
己给就地过年的员工准备的。留下过年
的几百个员工每人一箱牛奶，黄色方便袋
里的是各种水果，透明方便袋里的是零
食，今天会一并送到每个员工的手里，让
员工过一个开心年。”

天津三安光电主要生产LED芯片、商用
卫星电池芯片等，由于该公司属于比较精密
的电子行业，需要保持生产继续性，同时由于

国际订单任务重、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课题压
力大，春节期间一直处于连续生产状态。
“我们企业每年都有员工值班，但是今年

选择留下就地过年的特别多，占到总体的
80%—90%，比往年增长了30%。”杨鹏飞告
诉记者，“除了市里补助的每人300元，我们
企业自己掏腰包，除了正常发放的加班费，还
特别拿出150万元补贴就地过年的员工。”

春节期间，从公司总经理室班子成员到
各级骨干都主动留在公司陪着基层员工一起
过年。老家在山东聊城的高守帅博士已经给
宿舍贴上了福字：“为了让我们这些不能回家
过年的员工不寂寞，公司食堂开发了新菜品，
烘烤了蛋糕、饼干等小西点，还现场制作了糖
葫芦，在公司就能感受到春节的喜庆气氛。”
“企业2021年全年的订单都已经排满，

尤其是MINI-LED芯片、植物照明芯片、用
于安防的红外芯片等主打产品，订单都实现
了爆发式增长。”公司总经理王笃祥对新的一
年信心满满，“今年以来，我们工厂一直是满
负荷生产，预计今年产值有望增长30%。”

来自武汉的陈博 ——留岗也快乐

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 —— 开心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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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岳付玉

早晨8点，生活在河西区桃园街的翁淑琴老人，会准时接到
一个温馨的电话。它像往常一样，提醒老人注意天气变化，保
暖防寒，还特意叮嘱老人家好好过节，有任何事都可以拨打
85858590。“我每天早上都等着‘小姑娘’的这个电话，放下电
话心里才踏实，然后才该干啥干啥。”80岁的翁奶奶说。她口中
的“小姑娘”，是京东科技集团通过拟人化的语音合成技术，由
机器生成的女生音色。每天，河西区5000多位独居老人，都能
接到“小姑娘”从河西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打来的问询电话。
每通电话沟通时长1分钟左右。
“心里很熨帖”。翁奶奶的儿子张巍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他因为疫情隔离在京，这也是54年来，他第一次不能和母亲一
起过春节，肯定很遗憾，但因为有智能科技+社区工作人员的贴

心服务，他宽慰了很多。
河西区委网信办副主任刘文建介绍，

“智能外呼系统定时呼叫老人，确认状况，
未响应者通过人工呼叫和入户探访进行
兜底保障。”
家住河西区照耀里社区的郑静慧老

人深有感触。去年9月，老人独居在家，凌
晨摔倒。第二天早晨8点，智能外呼了解
到这一情况，反馈给河西区智慧养老服务
平台，平台第一时间调度社区网格员、志

愿者将老人送医，确保安全无虞。
河西区智慧养老模式的背后，有着“一

库一网一平台”支撑：围绕老年人家庭状
况、身体状况、生活需求等4大类 21项数
据维度，开展全区20余万老年人大普查，
搭建起了老年人口数据库，打通当地公安、
社保、民政等多个部门数据。同时，河西区
还构建了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和养老服务
网，整合公开各类养老信息，实现区、街、社
区三级管理。

来自成都的肖峰 —— 保用水无忧

东丽区志
愿者来到张贵
庄街津门里社
区为外地留津
过年人员送去
春联、大红灯笼
等节日物品

红桥区实
验小学为21位
留在天津过年
的外地老师举
办联谊活动

和平区新
疆路社区和辖
区共建单位志
愿者为汇文中
学新疆和田班
留津过年的学
生送去新春礼包

■本报记者马晓冬

在津工作的陈博依然忙碌在生产线
上，没有动身返乡的计划。今年是他连续
第二年在天津过年。

陈博是天津三星视界移动有限公司
的员工，眼下，这家坐落在西青区微电子
工业区的企业每天都会产出数十万片的
OLED显示屏，供应多个手机和笔记本电
脑品牌。陈博的工作就是管理自动化生
产设备，保障生产顺利运行。

他的老家在湖北武汉，去年春节由于
疫情严重，陈博没能回家和父母团聚。而
相比于去年的“被动居家”，今年一家人选
择了“主动留守”。“我爸妈本来计划春节
自驾来天津，但后来他们决定响应号召，
减少流动，也没让我回家。”陈博说，“大家
都很重视防疫，也是为大局考虑。”

陈博的儿子在去年6月出生，家里的
老人至今还没有机会抱一抱孙子。他告
诉记者，现在老两口每天都要通过视频看
孙子，打算到疫情好转的时候再来天津，
一家团圆。
“虽然不回家，但在天津也能得到很

多。”陈博提到的是公司为留岗员工准备

的节日“大礼包”，三星视界移动副总经理
胡雨笠介绍，除了节日期间工资加倍，公司
又为留岗的一线员工准备了丰厚的留岗红
包，大年初一还会发放干果零食礼包。

组装生产线班长衣雪静就对这个春节
期待满满。“虽然这个月只有28天，但工资
相当于以往两个月那么多。大家还特别期
待抽奖，按以前的经验，大部分人都不会空
手而归。”在她看来，春节领福利还能赚工
资，是“一举两得”。
“每年春节公司都会连续生产，但今年

留津的员工尤其多，我们约有3500名生产
一线员工，其中98.3%的人春节留岗。”胡
雨笠介绍。

公司工会主席张琳荟介绍，为了给
留津员工送上春节祝福，公司专门举办
了“这个春节我们在一起”主题团建活
动和“云上”年会，来自天津、廊坊等地
的 300 余名员工一起通过线上“相聚”
庆祝。

据了解，天津顶益的员工超过2000
人，其中外地作业员占到60％，今年几
乎全部留津过年。大年三十，厂长梁恩
谞会和大家一起吃年夜饭，公司也准备
了新年礼物和留岗红包。

感谢您 留在津城 感恩您 守在身边

■本报记者 孟若冰

拎着米面油，抱着大馒头，
端着三种馅，一块往“家”走……

乍一看，这温馨的一幕，会以为是幸福
的一大家子准备包饺子、过大年。但实则，
这是宁河区残联工作人员与秋萍巾帼志愿
服务队志愿者一起前往视力残疾人张丙德
家，为他送去新春的关怀与祝福。

来自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的张丙
德，是一名一级视力残疾人，虽然
“黑暗”遮住了双眼，但他一直没有
放弃寻找“光明”，通过坚持不懈的
努力，终于学成了一手按摩技艺，

在宁河区开办了一家推拿按摩馆。
“自打到了咱们宁河，残联同志和志

愿者都对我可照顾了，经常来看我，问我有
啥困难，有啥要求，想着法地帮我解决，让我
觉得特别温暖，就跟在家一样。”谈起在天
津，在宁河的感受，张丙德有太多的话想说。

这样的关怀备至，让张丙德心存感激，
时刻想着以实际行动来回馈第二故乡。如
今，他每月都会专门安排出两天时间，免费
为困难残疾人服务，并免费为其他残疾朋友
提供培训，为天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今年，他也积极响应号召，主动留下来，
在宁河过春节。“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在外地
过年，也惦记老婆孩子，想跟他们团聚，但面
对今年疫情形势，还是不扎堆、少跑动好。”
张丙德觉得这样做“对天津好、对家里好”。

大红的福字、新贴的春联，感受着浓浓
的年味儿，张丙德的脸上写满了幸福……

寻光者 照亮前行路

“小姑娘”呵护老人家

■本报记者 陈忠权

理发、洗衣、扫卫生、贴福字、挂灯笼、
包饺子……辛丑牛年春节将至，蓟州区
1500多名专职网格员身穿红马甲，走进困
难家庭，用爱心解困，帮他们过一个祥和快
乐的春节。

早晨8点，家住蓟州区文昌街引滦小
区的独居老人张若愚就迎来了几位“亲
人”，这些“亲人”就是社区的网格员，他们
一进门就为老人打扫房间、给老人理发，屋
内洋溢着浓浓的爱意。

老人眼里闪着泪花说：“我是一个孤老
头，无儿无女，快过春节了，有点孤独，没想
到网格员们及时来看我，就像对待亲人一
样，帮我干家务，我心里非常感动！”
在花园新村的刘翠云大妈，也是一位独

居老人，中午12点午饭时间，社区网格员为刘
大妈煮好了饺子，大家围坐在大妈身边，一边
聊着家常一边吃着饺子，老人满脸欢喜。

“大妈，我们给您带来了一个可视门铃，
有啥事您就按这个门铃，网格员就能马上过
来帮您解决。”77岁的杨秀英独居在文昌街
道胜利路社区，一大早，文昌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郑德林便带领着网格员和志愿者们提着满
满的年货来到了杨秀英的家中，并把一个可
视门铃送到家。

连日来，在蓟州区其他20多个乡镇网格
分中心，网格员们走村入户，把党和政府的关
怀送到了困难户家中。
在罗庄子镇、杨津庄镇等网格分中心，网格

员们有的走访慰问辖区网格内的烈士家属，有
的对困难家庭人员进行慰问，切实解决他们遇
到的实际困难，做到了民情尽掌握，解困迎新春。

蓟州区网格管理中心负责人周云来介
绍，蓟州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初心暖民
心 春节送关爱”困难群体新春慰问活动，截
至目前，仅文昌街道就已给困难户家庭发放
慰问金73400元、发放慰问品54份，送春联、
福字1000余张，惠及各类困难群体126户。

海河医院
病区里张贴上
“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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