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迎百年华诞追寻红色记忆

图说 河东

大直沽街道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汇演，来自各社区的文
艺团队带来了精彩的节目。

日前，河东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进一
步激发党员群众爱党爱国热情，讴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历
程，追寻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

春华街道瑞金里社区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赵连生，为社区党员们开
展以“建党百年华诞，面塑艺术礼赞”为主题的面塑活动。在赵连生的指导下，
一面面鲜红的党旗、一朵朵鲜艳的花朵展现在党员手中。

河东区第十幼儿园积极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红色教育活动, 引导
幼儿了解党的历史，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大王庄街道信和苑社区联合中海地产天津公司开展“向党说句心里话”唱
党歌、学党史、颂党恩活动。

潘莹摄影报道

大王庄街道开展“喜迎建党100周年”书画交流笔会活动，街道书画爱好者
们现场挥笔泼墨，以书法、绘画等形式，表达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家乡的热
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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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一片新绿收获无限希望

七嘴八舌
话文明

■记者 赵文君

大王庄街道举办党史学习教育

提升党员党性修养

三月，草长莺飞、春意盎然。植树
节是春天里的节日，孕育着希望，也让
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愿景。自然环
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保护生态
环境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
任，种植树木可以净化空气、减少污

染；另一方面还可以保持水土、涵养水
分，保证土地的肥沃和生态的平衡。
树木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人们种
植、保护树木，就是保护生态环境、保
护自己。植树节，不只有植树，还有护
树、护绿，三分造、七分管。植树造林
“护绿”和“添绿”一样重要。

社区居民刘阿姨带着4岁多的小孙
女到社区参加植树节活动，小孙女亲手
种下了一棵属于自己的桃花树，还用稚
嫩的小手为它挂上了一个小小的牌子。
刘阿姨说：“社区有植树节的活动，我第
一时间就给小孙女报名了，让她自己亲
手种下一棵树，感受种树的乐趣和护树

的快乐，从小树立绿色环保的理念，这对
她来说也是一个很难忘的记忆。”

如今，我们倡导绿色生活，少开
车、节约用电、节约用纸，不使用一次
性筷子等等，义务植树也应该“植入”
到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植树节就不
再是简简单单的植树，众人拾柴火焰
高，众人植树树成林。

青年志愿者王松说：“植树节植树，
这是植树节的自然含义，目的是引导大
家养成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的生活习
惯和行为自觉，在生活中，时时、处处
惜水惜木、护花护草、植绿添绿、绿化
环境、维护生态；植树节内在的社会意

义，是告诉大家要植下心中的‘树’，增
添心中的‘绿’，让给自己心灵植‘绿’
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和
行为操守，让崇德尚文、与人为善、相
亲相扶、和谐相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绿树成荫。”

��短评：

植树节，我们不仅要植自然树，
更要植下心中绿，抵御世俗冷漠的
雾霾，让我们发扬爱树、植树、护树
的好传统，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
与，种下一片新绿，收获无限。

三月是学雷锋服务月，河东区各街
道相继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雷锋活动。

富民路街道开展“喜迎建党百年
弘扬志愿新风”主题活动，各社区结合
实际，组织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富民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
在雍景湾社区活动室开展健康义诊活
动，针对中老年人腰椎间盘突出、颈椎
病、肩周炎、腰腿病、关节炎等疾病，医
务志愿者耐心地讲解预防注意事项、治
疗方法。天研社区与松竹里小学开展
“弘扬雷锋精神，争当小小志愿者”志愿
服务共建活动。小志愿者对94号院内
健身广场、宣传栏以及卫生死角进行清
理。雅仕嘉园社区志愿者关心关爱高
龄、空巢老人，社区志愿者到独居老人
家中陪老人聊天，倾听老人心声，抚慰
老人情绪。万明里社区联合区人防办
共同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大家团
结协作，清理小区里每个卫生死角。富
民东里、军旅公寓社区与部队共同开展
环境卫生清整志愿服务活动。“党员雷

锋队”的战士、志愿者在小区清理道路
两侧落叶、杂草、杂物，共同清理小广
告、楼内卫生。富民路街道“四史”教育
系列展览之“雷锋——一个汽车兵的故

事”专题展览在金月湾花园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举办。社区党员、区关工委
青少年教育志愿辅导员杨国发为此次
展览提供了包括展板、雷锋塑像、上世

纪五十年代汽车兵军装、雷锋事迹出版
物、连环画、宣传画、纪念章、新中第一
辆解放牌汽车模型等50余件藏品，供
社区居民参观。杨国发以实物为线索，
生动地讲述了一位只有22岁的年轻士
兵和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带领大家以
一种更加接近生活的方式了解雷锋的
生平，感受不朽的雷锋精神。

大王庄党群服务中心举办垃圾分
类宣传活动。四色垃圾分类小桶和宣
传海报引来了大片居民的关注，中心工
作人员认真讲解了垃圾分类的分项和
具体类别以及垃圾分类的未来发展，并
向来往行人发放垃圾分类宣传资料。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使敬
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进一步
发扬光大，环境卫生汽车队志愿者服务
队一行5人，来到东新街道凤岐东里社
区宫照敏老人家中开展了以“关爱孤
老”为主体的志愿者服务活动。活动中
志愿者们为老人带去了慰问品，主动为
老人打扫卫生，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
活情况，与老人聊天话家常。

向阳楼、万新村环境卫生队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共建社区困难
户家中打扫卫生，整理屋子，让困难家
庭感受到了社区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学雷锋志愿服务月 我们一直在行动

天津全域创建文明城市培训在河东启动
（上接第17版）
会议强调，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

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
号，今年是新一轮次文明城区创建的
开局之年，“三年看首年，首年看开
局”，做好文明城区创建开局工作尤为
重要，各区都要强化统筹谋划、做好部
署安排。要围绕践行“四力”的要求开
展创建，即践行脚力，用脚步丈量文
明，“点亮”责任区内各角落，确保创建
工作全面覆盖；践行眼力，要深度学习
研究测评体系，理解创建指标要求，改
进工作方法，提升创建实效；践行脑
力，通过交流学访，积极借鉴先进区经
验做法，补足短板弱项，综合利用融媒
体手段强化普及宣传；践行笔力，让工

作实践与经验总结融合发力，全面提
升创建工作知晓率、满意率、支持率和
参与率。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云光出席。
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专家分

别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概况及新变
化、实地测评重点和材料申报注意要
点等三个方面进行了专题培训辅导。
会后，一行人员来到中山门街域

内，现场调研了互助西里社区、中山门
公园、中山门工人新村博物馆和中山
门菜市场等创建点位，并就点位建设
标准进行了指导和点评。
全市各区文明办主任、文明城区

创建工作相关负责同志，河东区各街
道和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上接第17版）
会议强调，市委领导在党史教育

中央宣讲团宣讲报告会上强调要把党
史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紧
抓实。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
负起主体责任，把握方案要求、突出
学习重点、结合河东实际，出实招、强
创新、创特色，高质量高标准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要充分用好红色资源，
讲好红色故事，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中结合河东特色，教育引导全区党员
干部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切实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传达学习十一届市委第九轮
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精神。会议强
调，要深刻领会巡视工作政治内涵，
将巡视巡察工作作为履行主体责任
的重要抓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政治担当，紧紧把落实巡视
巡察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把党中
央、市委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否得到
有效落实、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问

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作为我们开展
各项工作的落脚点，充分发挥监督
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要强
化政治意识，扎实做好巡视巡察上
下联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加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意见》相
关部署要求，结合河东实际，研究制
定具体贯彻落实措施，树立“一盘
棋”思维，全力配合做好市委巡视工
作，同频共振、形成合力，促进完善
巡察工作向基层延伸的战略布局，
进一步强化政治监督、日常监督，将
巡视巡察监督效果最大化；要正确
看待巡视反馈意见，紧扣做好巡视
巡察“后半篇文章”。要高度重视巡
视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工作，把巡
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放到同等重
要的位置，强化政治建设，着力补齐短
板弱项，做到立行立改，将推动巡视巡
察整改与“十四五”开局之年奋力加快
“四个之区”建设相促相融。

会议还审议了《天津市河东区关
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办法》和
《河东区深入开展重点领域腐败问题
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认真领会精神推动工作开展

本报讯（记者 戚帅）日前，大王庄
街道举办丰富多彩的党史学习教育，提
升社区党员党性修养。

麟祥里社区党委开展了“温党史明
党纪”党史知识竞赛，提高党员的党性修
养，加深辖区党员对党的历史、党的知识、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的认识，激发大家爱
党爱国的热情。本次党史知识竞赛内容
丰富，题目紧紧围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党章、十八大报告等各方面展开，在竞赛
过程中，党员们沉着冷静、积极应答、赛场
气氛紧张而热烈，充分展示了党员对党史
知识的学习深度和广度。赛后，党员们纷
纷表示通过参加此次知识竞赛活动，深入

学习和巩固了党史知识，对于以后提升自
我，提高党性有很大帮助。
林枫花园社区党委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社区党委书记带领大家解读了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并就接下来社
区如何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了布置。
同时强调，社区党员要把学习成效转化
为工作动力和成效，结合学习内容，开
展成为居民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
通过学习教育的开展，激发组织活力，
凝聚党员力量。
社区党员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

作中要继续认真学习党史，牢记初心使
命，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为社区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成绩迎
接建党100周年。

本报讯（记者 戚帅）日前，河东区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联合中
国天津中铁物资印业公司党支部在大
王庄街道丰盈里社区开展了“双进双
认，结对共建，书香传递，文化惠民”图
书捐赠活动，为社区居民们搭建起更
加丰富的阅读平台，促进社区文化建
设，丰富居民文化生活，进一步拉近了
党群、干群关系，充分发挥两新党支部
在社区建设中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
作用。

河东区文化局和中铁物资印业一
行人来到双进双认共建社区——丰盈
里社区，向社区捐赠了总价值近万元的

图书466册，一部分图书现场捐赠给社
区青少年代表，另一部分将在社区设立
青少年读物图书角，供社区居民借阅。
本次捐赠的图书主要以青少年读物为
主，涵盖范围包括绘本、儿童文学、人物
传记、经典诵读读本等，内容丰富，可读
性强，其中包括《中国历史故事集》《奇妙
的科学》《神奇的校车》、诺贝尔文学大师
经典绘本和获得国际大奖小说书籍等，
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教育性，不仅为孩
子们搭建了一座汲取精神营养、获取丰
富知识的桥梁，更带来了崭新的阅读空
间，开拓了他们的视野，给他们的假期生
活增添了一抹缤纷的色彩。

双进双认图书捐赠

结对共建 文化惠民

1. 新冠疫苗实施接种的人群
范围？

答：在重点人群优先接种的前提
下，同步开展18-59岁人群接种。

2.新冠疫苗接种是免费吗？
答：是。新冠疫苗在知情同意的

前提下实施免费接种政策。
3.接种新冠疫苗如何预约？
答：自 3月 20日起，有工作单

位的人员由单位统一组织登记进
行预约接种，无工作单位的河东区
居民可自行到所属街道登记进行
预约接种。接种时间为3月 22日
至6月30日。

4.在哪里接种新冠疫苗？
答：本区设置了20余家新冠疫

苗接种点，一般设置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详细信息请关注天津市河东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

5.新冠疫苗需要接种几针？
答：接种2剂，间隔14-28天
6.有哪些情况不建议接种新冠

疫苗？
答: 根据已开展的临床试验数

据，以下人群暂不列入本次接种范
围：（1）既往发生过疫苗过敏反应
者；（2）患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
慢性疾病的急性发病期和发热者；
（3）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接种3个
月内有生育计划的女性；（4）患未控
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

病者，有格林巴利综合症病史者。具
体以疫苗说明书为准。
7.新冠疫苗是否可以与流感、

HPV、带状疱疹、狂犬病等疫苗同时
接种？
答：暂不建议同时接种，如需接

种，两剂次间隔应大于14天。如与
狂犬病疫苗接种冲突，应优先接种狂
犬病疫苗。
8.接种新冠疫苗前要准备什么？
答：（1）带好身份证和口罩；（2）

接种时带接种证；（3）接种当天穿着
可以露出上臂三角肌的上衣；（4）充
分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过敏史、疾
病史、既往有无疫苗反应等情况，方
便接种时如实向医生告知。
9.接种新冠疫苗后有哪些注意

事项？
答：接种后在现场留观30分钟，

接种后一周内避免接触个人既往已
知过敏物及常见致敏原。
10.接种新冠疫苗后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防护是否还需要？
答：需要。接种新冠疫苗后还要

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包括戴口罩、保持
社交距离、勤洗手等。目前为止没有
任何疫苗的保护率达到100%。在当
前群体免疫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
下，即使接种了疫苗，防护措施仍然
不能减，以更好地保障大家的安全。
（河东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河东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明白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