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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惠民 切实提高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社区食堂打造“家门口的幸福味道”

安全小常识

走近科学世界

七旬医者志愿服务
每周义诊方便居民

本报讯（通讯员 卢薇帆 吕铁义）
“这里菜品丰富、种类齐全,不但省事儿,
价格还实惠。我们好多老年朋友都相约
着来这儿吃。”3月28日，瑞景街宝翠花
都社区“景园粮居”食堂正式营业第一
天，前来“尝鲜”的居民络绎不绝。居民
杨松龄和邻居一边吃着美味的饭菜，一
边拉家常。

作为北辰区发展养老服务事业民心
工程之一，建筑面积近400平方米的宝翠
花都社区“景园粮居”食堂，让居民不出社
区就能尝到物美价廉的美食，在为本社区
老年居民、双职工家庭提供方便的同时，
还可以满足周边社区居民的就餐需求。
“食堂每天中午推出一两种特价

菜，价格均在10元以内。针对老年人
就餐口味，我们注重菜品少盐、少油，并
提供半份菜，满足老年人适量用餐、饮
食多样的需求。”社区食堂负责人鲍国
平介绍说，“食堂用餐高峰时段，还会有
穿着粉红马甲主动进行志愿服务的社

区居民，他们帮忙将饭菜送到老年居民
餐桌上。”

今年初，宝翠花都社区开始筹建社
区食堂，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集意见。
针对部分居民担心食堂紧邻楼群，后厨
烟道出风口会影响小区环境的情况，社
区邀请专业人员设计改造烟道，确保烟
道设置远离居民区，并安置油烟净化装
置，打消群众疑虑。

社区食堂开张了，但对居民需求
的征集、相关服务的进一步完善还在
持续进行。“我们将开展新一轮入户走
访，主要针对有送餐需求的老人，制定
更精准的服务方案。通过发动社区志
愿者送餐上门，让行动不便的老人足不
出户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饭菜。”宝
翠花都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
则银说。

1948年 12月 20日，北辰区全境
解放。当时境内各村分别由“三县一
市”管辖。西部韩家墅、双口等26个村
隶属天津县七区；中部北运河沿岸的吴
嘴、北仓、汉沟等33个村隶属天津县八
区；东部朱唐庄、小淀等27个村隶属天
津县九区；南王平一带15个村隶属武
清县七区；霍庄子、西堤头等5个村隶
属宁河县四区；天穆、宜兴埠等11个村
分别隶属天津市三区、九区。1950年7
月，天津县将九区改为三区，七、八区合
并为四区。1952年10月，天津市政府
决定将市属村划归天津县管辖，天穆、
宜兴埠等11个村分别划入天津县三区
和四区。1953年5月，天津县建制撤
销。在原天津县三、四区基础上建立天
津市津北郊区。1955年6月，“津北郊
区”改称“北郊区”。1992年3月，“北
郊区”更名“北辰区”。

从1948年 12月至 1956年 12月
间，北辰区经历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
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之
初，全区人民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开展
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
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同时开展了抗美援
朝运动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工作。经
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基本完成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任务，恢复和
发展了农业生产，初步解决了人民生活
困难问题。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制
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根据总路
线精神，中共天津市津北郊区工作委员
会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
1956年基本完成了改造任务，实现了从

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
渡。这一时期，党在抓好自身建设的同
时，不断加强民主政权和群众组织建
设。全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多年
的艰苦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各项工
作走上了正轨，并取得显著成绩。

一、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党带
领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
经受住执政初期的严峻考验

解放之初,北辰区境形势错综复
杂，百废待兴。党在这个时期确定的主
要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消灭国
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建立和巩固人民
民主专政，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
的社会制度，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一)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解决土
地所有权问题的一场深刻革命。北辰
区属于新解放区，大部分村庄没有进行
土改，少数村庄在革命战争年代虽搞过
“二五减租”和“平分土地”运动，但不彻
底。1949年3月，在春耕大忙季节即

将来临之际，为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
根据中共冀中区八地委的指示，天津市
委、天津县委作出了《关于开展四十天
农村工作的决定》(即40天运动)。旨在
40天内，通过没收明显大地主的土地，
废除地主、富农、二地主出租土地的所
有权，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以达到不违
农时、不荒地、不减产的目的。各土改
工作队以点带面，土改运动迅速展开，
他们把没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
农民，规定废租土地谁租种归谁使用。
通过此次初步土改，各阶层土地占有量
发生了变化，贫苦农民平均占有土地由
过去的1亩左右达到3亩左右，基本实
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生产力，为
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奠定了基础。
革命老区南王平、东赵庄、西堤头一带，
在40天运动中，进行了土改复查、抽肥
补瘦、确权发证工作。在市属村，经过
土地调查、登记、评议、粗分、公告等阶
段，宣布没收土地公有，分配给农民耕
种。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政治
觉悟的提高，1951年10月，根据中共河
北省委《关于全面进行土地改革与结束
土改的意见》，天津县三、四区分三批进

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每期土改都严
格按照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
配土地、复查总结等步骤进行。据统
计，天津县三、四区的40个村，在此项
土改中，共征收、罚没、抽补193户地主
土地3437.3亩，合理分配给1118户贫
农和下中农。除此以外，这些户同时分
得房屋548间，农具22件，大车19辆，牲
口34头，粮食5306公斤。

为搞好这场伟大的斗争，天津县委
派出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发动群
众，宣传政策，指导运动。在土改工作
中，工作团(队)认真执行“依靠贫雇农，团
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制
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始终坚持发
动群众，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组织群众
自己起来打倒地主封建势力的原则，及
时纠正了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把土地“恩
赐”给农民的错误做法。由于县委的正
确领导，采取先培训、再试点，然后梅花
式布点分期分批进行的方法，整个运动
发展顺利，至1952年2月基本完成了土改
任务。

（北辰区委党校
北辰区委党史研究室）

回望奋斗路，矢志新征程
——北辰区解放初期奋斗历程回顾（一）

编者按：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奋斗奠定基业，百年初心矢志践行，在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
抚今追昔，溯根寻源，让我们回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辰人民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历史。

本报讯（通讯员 魏铭珺）“结核病
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呼吸道传染病。咳嗽、咳痰超过两周以
上，应及时到医院就诊……”3月24日
是第26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今年的
主题为“终结结核流行，自由健康呼
吸”。日前，果园新村街各社区依托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以防治结核

病为主要内容的春季流行性疾病防控
科普活动。

霞光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共
建单位北辰医院联合开展“绿色健康生
活圈”党建联盟活动。活动邀请北辰医
院张桂莲医生以“终结结核病，点亮津城
红”为题进行结核病防治知识科普。讲
座围绕结核病的病理病因、传播途径、临

床表现、治疗方法、预防护理等方面内
容，详细讲解应该如何做好结核病防
治。活动现场还设置问答环节，就居民
关切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慢性气
管炎、肺气肿等慢性病相关问题进行答
疑解惑。

通过健康科普活动进社区，向群众
普及结核病防治知识，把科学、健康的生
活方式宣传到社区每个家庭，引导居民
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帮助提升健康素养，
进一步优化社会防治氛围，推动健康社
区、美丽社区、文明社区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刘颖）“今天的血
压还算正常，但是降压药还是要吃。
这个年纪不能因为血压正常了就停
药。”“陈大爷人特别好，我每周都来找
他测量血压，他总是面带笑容再三叮
嘱我注意事项”……每周二上午，青
（广）源街荣翔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内都十分热闹，来找陈述平测量血
压的居民络绎不绝。

说起陈述平，居住在青（广）源街
荣香园社区的居民无不竖起大拇指称
赞。今年76岁陈述平，退休前是一名
内科医生。自2018年搬到青（广）源
街荣翔园社区以来，他积极投身社区
志愿活动。得知社区有义诊活动，陈
述平主动申请加入“健康使者”义诊队
伍，坚持每周二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为居民健康义诊，用专业所长志
愿服务社区居民。

在义务测量血压的过程中，陈大
爷总会遇到高血压患者不愿意吃药的
情况。“这些不想服药的高血压患者通
常是怕麻烦，并且担心吃了就‘戒’不
掉”，陈述平说道。面对这种情况，他
总是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从医经验耐心
劝说，不厌其烦再三叮嘱。遇到身体
不便有义诊需求的老人，陈述平还记
录下来，上门提供义诊服务。

能在退休后利用专长服务社区居
民，陈述平觉得特别有意义。除义诊
外，他还积极参与社区平安巡逻、疫情
防控值守等志愿服务，尽自己的力量
帮助他人，为社区作贡献，演绎最美夕
阳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工影响天
气管理条例》第十二条之规定，为加强北
辰区人工影响天气安全作业，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作业时间：全年实施流动火箭人
工增雨（雪）作业。自2021年4月15日
0时始，至2021年10月15日24时止，
开展高炮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二、作业炮站：双口炮站和前丁庄
炮站。

三、作业设备：“双37”高炮、火箭发
射装备（江西9394厂BL型火箭弹）。

四、“37”高炮发射的炮弹在空中催
化后自爆成碎片降落;火箭弹在空中催
化后自毁成碎片落到地面。其残骸对环
境没有污染。

五、发现残骸后应及时报告，不得乱
动或随意拆解，否则后果自负。

六、当残骸对人或物造成损失请在
12小时内报北辰区人工影响天气办公
室。电话：26390469

特此公告。

北辰区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2021年4月1日

1. 求救
一旦发生火灾，立即拨打“119”。
2. 切断起火源
遇到火灾，首先要判断起火原因，如

果是电器起火引起的火灾，必须在第一
时间关闭电源，否则一切逃生的方法都
无法实施。

3. 寻找逃生的通道
如果火灾发生在凌晨，突然被火灾

惊醒后，不要慌乱，冷静寻找逃生的方
法，根据火势选择逃生的途径。选择安
全通道逃生，不乘坐电梯。

4. 避免浓烟雾窒息
被困在火灾现场时，迅速寻找湿毛

巾或湿布蒙住鼻孔，减少因呼吸烟雾造
成的伤害。如果发生火灾时在房间内一
时找不到水源，可以在房间内找到水或
饮料之类的液体倒在毛巾或其他能用的
布块上，捂住鼻子进行自救。如果有条
件，用水将衣服和头部淋湿，也可将毛毯
大面积淋湿披在身上，效果更好。如果
衣服着火，千万不要惊慌乱跑，应该立即
把衣服脱掉或撕下；如果来不及脱下，马
上边脱边就地打滚，用身体打滚的方法

将火苗压熄灭；如果有水源，立即用水源
灭火自救。

5. 沉着冷静、就地取材
若被困高楼无法逃生，切勿盲目跳

楼。迅速利用身边的绳索或床单、窗帘、
衣服等自制救生绳，并用水打湿后从窗
台或阳台沿绳缓慢滑至下面楼层或地
面。还可以利用阳台、窗台、屋顶等攀爬
到周围的安全地点，沿着落水管、避雷线
等建筑结构中的凸起物滑下楼。被迫跳
楼时，要向有缓冲物的地方跳。

（区消防救援支队供稿）

你是不是有时候玩手机玩到手抽
筋，点鼠标点得手失去知觉。如果长时
间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要小心了，有可
能会得腱鞘炎。

什么是腱鞘炎？
人体的手和脚运动，主要是依赖肌

腱的运动，通过肌腱的伸缩，来精确控制
人体的活动。为了避免肌腱的损伤，在
肌腱通过活动范围较大的关节外面，就
形成了腱鞘。

腱鞘就是套在肌腱外面的双层套
管样密闭的滑膜管，就像我们家庭装修
使用的护套电线一样，对肌腱起着保护
作用。

肌腱和腱鞘之间的间隙很小，正好
能满足肌腱的正常运动。如果肌腱长期
过度运动，肌腱与肌腱之间，肌腱与腱鞘
之间的相互摩擦，会引发肌腱和腱鞘的
损伤性炎症，引起肌腱的肿胀，从而形成
腱鞘炎。

肿胀的肌腱使腱鞘内有限空间缩
小，压力增高，当肌腱运动时，运动范围
就会受限，从而出现疼痛。

腱鞘炎好发于上肢的手腕和手指，
如：肌鞘炎、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等。

手机时代怎么预防腱鞘炎？
1. 良好的生活方式：工作时保持正

确姿势，避免关节的过度劳损，定时休

息，伏案工作者更应该注意。
2. 避免长时间工作：长期使用电脑

的人群，应注意定时休息，避免长期固定
于某一个动作，减少长时间玩手机等电
子产品。

3. 保持正确姿势：在洗衣、做饭、运
动、打扫卫生时，要注意手指、手腕的正
确姿势，避免过度弯曲或后伸。

4. 缓解手部疲劳：工作或使用手机
一段时间后，可做手腕关节的旋转，或做
握拳再放松的动作，可以缓解手部的不
适。建议每一小时应该做一次这样的运
动。有条件的，用温水泡手也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 （区科协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卢薇帆 宋致强）
为给群众清明扫墓、踏青出行创造良
好的交通环境。公安北辰分局交警支
队认真分析辖区交通安全形势，针对
清明节期间区内祭扫点位周边道路特
点及规律，提前部署谋划，增派执法力
量，加强交通疏导，全力保障居民出行
安全畅通。

今年清明节，位于北辰区的天津
市第一殡仪馆恢复祭扫活动。针对人

流量、车流量增大等特点，交警北辰支
队制定交通疏导方案，科学安排部署
警力，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路段的分
流交通疏导及巡逻管控；与此同时，启
用“无人机”，通过科技手段巡逻管控，
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此外，公安北
辰分局还通过媒体平台公布建议交通
方案和导行路线，引导祭扫市民做好
交通出行规划，全力保障道路通畅，护
航居民平安祭扫。

清明交警在岗 保障道路通畅

结核病防治宣传讲座进社区北辰区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公告

遇到火情，怎么现场逃生？

手机时代怎么预防腱鞘炎？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