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马春霖 ·综合新闻14

安
全
是
发
展
的
前
提
，
发
展
是
安
全
的
保
障
。

■记者 付昱

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和平区可谓
“圈粉”无数。“高颜值”的五大道、人潮涌
动的金街步行街、内涵深邃的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和平区展现出了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的独特魅力，各景点刷爆了“朋
友圈”，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互联网平
台上，和平区也成为全市乃至全国关注的
热点话题。

记者从和平区文旅局了解到，截至4
月5日，和平区各景区的客流量达到122.5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2亿元，相较于
2019和2020年均有显著增长；五大道文
化旅游区清明节期间客流量达到12.7万
人次，是2019年同期的 183.8%；金街文
化旅游区重现熙熙攘攘的场景，金街周
边瓷房子、张学良故居等景区均迎来客
流高峰，清明假期金街文化旅游区客流
量超过105.2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3
亿元；和平区星级酒店入住率超过80%，
天津中心唐拉雅秀酒店、丽思卡尔顿等
五星级酒店入住率达到或接近100%，君
隆威斯汀酒店、四季酒店、利顺德大饭店
入住率均超过90%，酒店业普遍恢复到
疫情前的水平……

这里是网红拍照的打卡地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唐代的诗句，描绘的恰是今日和平区五大
道的盛景。

大理道上的西府海棠、连翘、山碧桃，
睦南公园里的玉兰花、月季……各色花卉
争奇斗艳，“第七届五大道赏花节”美不胜
收，凭实力“刷屏”了整个天津。
“清明假期我必须得来这一趟，这儿的

景色太美了，白天拍拍小视频、坐坐马车，
晚上再去民园广场的西餐酒吧转转，这才
是咱年轻人想要的生活。”某互联网平台网
红这样说。

和平区五大道管委会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是我们连续第七年开展‘五大道赏
花节’活动，今年也是最火爆的一届，为了
方便市民游客拍照留念，我们在景区周边
设立了赏花节系列美陈，同时，市民游客可
以通过扫描树上的二维码了解每棵树的品
种、特性，让游客的旅游体验更加‘立体’。”

无独有偶，星巴克甄选旗舰店、天河城

ZOONLY室内主题动物王国等“网红打卡
地”同样人流如织。现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
“网红打卡地”落户和平，让一个更具活力、更
具魅力的和平区展现在世界面前。

这里是时尚消费的集散地

清明小长假，漫步在金街步行街，相信您
最大的感受就是，曾经的“人气”“商气”又回
来了，不少商铺门前都排起了“长龙”，部分餐
饮商户排队时长超过2个小时。
“我特别喜欢天津这座城市，金街更是每

次来天津必须‘打卡’的地点，来这里选购几
件心仪的衣服，吃些有天津特色的早点，对小
长假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自河北
省的游客刘女士这样说。

与以往不同，除了传统的“逛”和“吃”，如
今的金街更多了一些“体验”的元素。

在位于恒隆广场4楼的禅射堂射箭馆，
市民许先生正在与三五好友一起体验射箭带
来的乐趣，他告诉记者：“没想到在恒隆广场
还有这样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几支箭、一
壶茶，这样的日子很悠闲，足以让人忘了生活
中的烦恼。”

此外，3D动感电影、VR体验游戏等众
多体验式消费，也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其中、

流连忘返。
“和平区提出了全力打造‘五个高地’的

目标任务，其中的‘时尚消费’高地，为金街未
来的发展锚定了前行的方向，未来，我们还将
着力引进一大批首店、旗舰店、体验店，更好
地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和平区繁
华办负责人说。

这里是红色旅游资源的聚集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利
用清明小长假，带孩子来体验一回红色之
旅，别有一番滋味，也能让孩子更加珍惜现
在的幸福生活。”来自河西区的市民贺女士
带孩子游览了和平区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后
不禁感慨到。

清明小长假前夕，和平区充分发掘革命
文物价值，做好文物活化利用，推出了红色
旅游精品线路。该路线起点是位于和平区
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旧
址，之后游客可乘车沿黑龙江路—长春道—
吉林路—赤峰道—山西路，到达位于和平区
山西路98号、在原中共天津建党纪念馆基
础上迁移扩建而成的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
再乘车沿山西路—鞍山道右拐到达线路的
终点——位于和平区鞍山道59号的天津市

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市委旧址，沿途
还可就近参观中共中央在津秘密印刷厂遗
址（唐山道 47号）、吉鸿昌旧居（花园路 5
号）、国民饭店（赤峰道58号）等革命文物。
这条旅游线路将和平区的红色遗迹资源串
点成线，为广大市民游客了解红色故事提供
了便利。

据介绍，除了在校大学生、单位会集体组
织参观以外，清明节假期期间自发来到纪念
馆缅怀英烈、学习党史的散客也越来越多，除
了天津本地的市民，来自北京、河北等地的游
客占比也越来越高。
“在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我们还将有

一份更加丰富的文化活动‘菜单’为广大市民
游客奉上，像‘和平之春’艺术节等系列活动，
都将在‘五一’期间向广大市民游客呈现。”和
平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说。

夜幕降临，流光溢彩的津湾广场上，玩了
一天的市民游客徜徉在此，尽享美轮美奂的
津门夜景。蜿蜒流霞的海河倒映的美景，正
是和平区奋力崛起的崭新画卷。

走在伟大的新时代，和平区还将以全力
打造“五个高地”为引领，进一步推进商旅文
融合，让发展质量成色更足，让民生画卷底色
更亮，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标志区
的新征程上大步朝前。

这个假期 您被和平区 了吗？
和平区以全力打造“五个高地”为引领 全力推动商旅文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任宝顺）4月1日，由五大道地区管委会、天津师大
新闻传播学院、和平团区委共同举办的“传承红色基因 献礼建党百
年”——和平区党史教育大学生采访团成立仪式暨团区委与天津师
大新闻传播学院共建签约仪式在五大道游客服务中心举行。

活动中，五大道“著名讲解员”张振东向大学生代表赠送了
由他精心整理的五大道讲解词；五大道公司负责人向大学生们
赠送了五大道旅游地图；五大道管委会负责人为大学生采访团
授旗；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院负责人致辞；团区委与天津师大
新闻传播学院举行共建协议签约仪式。

活动结束后，张振东带领大学生们沿民园广场边走边讲
解，从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到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再到爱国将领
曾延毅……张振东以爱国为主题，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这些曾生
活在五大道小洋楼里的名人们的爱国、报国情怀，一字一句如
同鲜活跳动的生命，将拳拳爱国之心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位大学
生，激励大学生们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传承好红色基因，挖
掘和平区红色旅游资源，讲好党史故事。

据了解，新成立的和平区党史教育大学生采访团由30名
相关专业大学生组成，共分为11个小组，将对接具体点位，采
取青年人的视角，发挥新闻专业学科优势，通过挖掘史料、探店
打卡、采访访谈等形式，利用文字、图片、微视频等展现形式，广
泛挖掘宣传五大道红色资源，在新媒体推送系列文章，进一步
讲好党史故事，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团区委与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院
举行共建签约仪式

传承红色基因
献礼建党百年

本报讯（记者张昕然 通讯员王珣 贺鑫）“大家好，我是仲
裁院党支部的耿慧强，今天我要为各位讲述李白烈士的革命故
事。李白，这个名字，大家不一定很熟悉，但是电视剧《潜伏》、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些影视剧的主角
原型就是李白……”时而平缓、时而激昂的声音顿时从各楼层
的广播传入每个人耳中，沁入每个人心灵。

这是和平区人社局党委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为创新学习方式、
增强学习效果，利用局班前广播平台，精心筹划开办的一栏“百年
党史百天读”广播节目。该局各基层党组织的60多名党员干部围
绕党史学习内容，每人自选题材、编辑内容，录播一段5至10分钟
的党史故事，利用单位的广播平台在每天上下午的班前10分钟进
行播放。让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峥嵘岁月、百年沧桑巨变于润物无
声和趣味纷呈中进入区人社局工作人员的头脑中，用革命英烈的
感人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赓续红色精神、积极担当作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和平区人社局党委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
委、区委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针对自身特点，积极利
用各种载体，完成“规定动作”，创新“自选动作”，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增信走心又有新，不断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引导广大党员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班前广播
让党史“动听”起来

本报讯（记者李震）近日，北京东方毅拓展文化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慰问退役军人捐赠仪式在和平区举行。和平区109名
退役军人、功臣模范、123名生活困难的老兵收到了一批来自北
京的爱心礼包。

专程来津的企业代表向各街道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捐赠了
慰问品，随后参观了新兴街退役军人之家、和平区社区志愿服
务展馆，并走访慰问了志愿军英模、全国首批模范退役军人吴
炯老人和五大道街生活困难老兵贾金庆。

企业负责人表示，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军人都是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退役军人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爱。据
了解，这批爱心礼包已全部发放到退役军人捐助对象的手中。

企业慰问和平区退役军人

爱心“大礼包”
殷殷拥军情

本报讯 “我想咨询一下老年人办理
遗嘱公证的问题”“我想问一下离婚财产分
割的问题”……日前，五大道街国际公寓第
一社区热闹非凡，俨然成了“法律集市”。

为深化“和平夜话”实践活动，向居民群
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区司法局
创新开展为民服务暖心行动，将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的学习成果有效转化为工作成果，不
断延伸公共法律服务触角，解决居民群众
“急难愁盼”的法律问题。考虑到诚基中心
居民集中，法律问题集中，为及时有效地解

决居民群众的法律问题，区司法局在国际公
寓第一社区建立了“和平区司法局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便民工作站”，将服务端口前移，把
公证、律师、法律援助等服务送到百姓身边。

3月29日，便民工作站启动仪式在国际
公寓第一社区举行。区司法局向居民们总
体介绍了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情

况、12348法律服务热线等内容，法律援助
中心向居民讲解了法律援助条件、申请法律
援助程序，公证处专题介绍了涉及房产公证
的相关法律规定。30余名国际公寓第一社
区居民参加了此次活动，10余名居民现场向
律师、公证员和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进行了法
律问题咨询。公证处还现场为年过80岁的

老年居民预约了遗嘱公证上门服务。
下一步，区司法局将继续以“和平夜话”

实践活动为阵地，以为居民群众提供便捷法
律服务为抓手，做实公共法律服务为民暖心
行动，将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便民工作站作为
服务群众、联系群众的纽带，切实解决居民群
众的法律困扰，为法治和平建设贡献力量。

公共法律服务暖心在行动

■记者 曹莹

前不久，一面写有“人民好警官，为百
姓解难”的锦旗，送到了公安和平分局南
营门派出所，送锦旗的是社区居民郭女
士，她向社区民警杨柏岩、辅警司智浩为
其解决家庭矛盾表示感谢。这个问题也
是该所在“和平夜话”实践活动中解决问
题的生动实践。

今年1月初，辖区居民牛先生咨询在
无户口本的情况下如何申请换领身份证业
务，在得知牛先生与其母因家庭矛盾已断
绝来往多年，其母为户主且不与其见面，牛
先生无法按要求正常办理户籍业务后，南
营门派出所为其联系海光寺社区管界民警
杨柏岩进行接待。杨柏岩联系到牛先生的
母亲郭女士，并与辅警司智浩一起多次上
门走访，寻求解决对策，最终在户籍业务范

围内为其二人办理了相关申请流程，让牛
先生顺利办理了户籍申请业务。

锦旗的背后蕴含着百姓对南营门派出
所社区民警和辅警工作的肯定与鼓励，而
这件事只是南营门派出所“倾听群众声音，
为民排忧解难”工作的一个侧面。

自和平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
以来，公安和平分局南营门派出所以“和平
夜话”实践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党同人民
群众融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政治
优势，在解决群众困难的同时，汇集民心民
意民智民力，密切警民鱼水关系，党员干部

作风得到改进，辖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和平夜话”实践活动中，该所坚持
当班领导组织“和平夜话”活动制度，设立
“南营门派出所‘和平夜话’登记簿”，由四
个班次当班领导轮流负责，值班日组织民
警在辖区公园、社区等地开展“和平夜话”
实践活动，倾听群众诉求，解决群众实际问
题。南营门派出所通过该制度共计帮助群
众750人次，帮助群众解决困难220件。

南营门派出所在金德园小区内设立
“和平夜话”宣传点，在和平区健康主题公

园内设置“和平夜话”宣传展牌，并利用联系
点结合社区民警下片宣传，向群众积极宣传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鼓励群众积极参与
并监督活动开展，做到开门搞整顿。通过该
项举措，辖区居民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
形式、活动内容有了更深的了解，为该项活动
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群众支持。自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活动开展以来，南营门派出所联合
社区开展服务群众活动215次，民警以“和平
夜话”实践活动为载体交朋友530人，解决群
众困难220余件。

下一步，南营门派出所还将继续深入贯
彻落实市、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有关会
议精神，对队伍教育整顿工作质量进行把关，
查漏补缺，提炼经验，固化机制，把学习教育
贯穿于教育整顿始终，努力锻造“四个铁一
般”的过硬基层公安队伍，以优异工作成绩献
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倾听群众声音 为民排忧解难
“和平夜话”拉近警民距离

和平夜话

““圈粉圈粉””

■记者 李震

一本大红色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证书放在天津阳光义工爱心社社长张
秀燕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多年来，她花
费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投入到帮扶新疆
学子的事业中。张秀燕说，帮扶新疆学子
脱贫并立志成才，不单单是钱的问题，还需
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爱孩子们，让他
们感恩社会，自强不息。迪丽胡玛尔·阿卜
杜就是她帮扶的孩子之一。
“叮咚……”采访间隙，张秀燕的手机

来了信息，她淡淡的一笑，随后说：“不好意
思，耽误一分钟，我先给闺女回个微信。”

张秀燕口中的“闺女”就是迪丽胡玛
尔·阿卜杜。每隔几天她就会收到“闺女”
从新疆发来的微信。
“妈妈，这两天有点忙，没给您发微信，

我好想您。”
“妈妈，这一转眼，这一年又要过去

了……感恩我们都健康平安，感恩您的
爱陪伴我走到今天……”
“妈妈，我会努力让新疆特产走出去，

争取为家乡为社会多做点贡献，才对得起
妈妈的爱和信任。”

这样温馨的话语，你来我往，“母女”二
人一聊就聊了很久。

教育扶贫援疆 收获别样亲情
迪丽胡玛尔·阿卜杜出生在新疆巴州沙

漠边的一个农牧民家庭。父母没有文化，却

千方百计为女儿创造学习机会。从小懂事的
迪丽也不负所望考上了内高班，来到天津学
习，她还通过努力获得了去德国交流学习的机
会。正当她为回新疆办护照的往返路费犯愁
时，家里又传来了远在新疆妈妈患上肺结核病
需要住院的消息。“德国求学梦破碎了，今后的
大学梦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了。”迪丽胡玛尔·阿
卜杜陷入了深深的无助和苦恼之中。

张秀燕在学校给高三的孩子们加油鼓劲
时说，“孩子们，无论你们走到哪里，我都会牵
挂着你们，愿意和你们交流、谈心，有困难我
也一定会帮助你们。”张秀燕的一番话让迪丽
胡玛尔·阿卜杜看到了希望，一周后，她收到
了一封来自崇化中学的维吾尔族女孩迪丽胡
玛尔·阿卜杜写来的求助信。
“孩子，别难过，困难都是暂时的，只要努

力，一切都会改变。你家里的困难我可以帮
助，你将来的大学学费由我来负责，你只要管
好好学习就行了。”迪丽胡玛尔·阿卜杜激动
的泪水夺眶而出，她一下子扑到张秀燕的怀
里，搂着张秀燕放声大哭。

2019年，迪丽胡玛尔·阿卜杜以优异的
成绩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回到新疆工作。
她现在不仅能自食其力，也帮助家里脱了

贫。她还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各类公益
活动，把爱心传递。

像迪丽胡玛尔·阿卜杜这样得到张秀燕密
切关注的孩子还有很多。这些新疆孩子都亲切
地称呼张秀燕为“张妈妈”。张秀燕很自豪地说：
“我现在已经是9000多个新疆孩子的妈妈了。
曾经还有孩子跟我说，等我老了，请我到新疆去
养老，我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

如今，张秀燕和她的爱心团队与11 所
学校的新疆班学子结成帮扶对子，连续15年
开展了“手拉手关爱新疆学子”系列公益活
动。她帮扶过的新疆学子中，已经有1000多
名学子顺利完成大学学业，走上了工作岗
位。他们不仅自己脱了贫，还成了新疆建设
和祖国建设的生力军。

不忘创业初心 广植帮扶福田
20世纪60年代末，张秀燕出生在浙江

绍兴。大学毕业后，张秀燕成为一名公务
员。1994年，在一次工商联组织的公益活动
上，她了解到河北省张家口农村有许多孩子
因家里贫困而面临辍学，她当即决定每年拿
出两个月工资帮助两个孩子上学。那时的张
秀燕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每月收入不过
几百元。“我不能放弃，我得想办法挣钱来帮

助他们，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用的
人。”但一想起那两个孩子无助的眼神，张秀
燕就会默默为自己鼓劲。

为了赚更多的钱，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1998年，她毅然辞职创业，并创办了自
己的第一家服装公司。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到
帮扶，张秀燕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渐渐转移
到帮扶事业上。

2007年，她发起并出资成立了天津阳光
义工爱心社。爱心社的全部运营费用都是由
张秀燕个人出资。在张秀燕看来，她就是要
做纯粹的公益，不掺杂任何利益的公益。

截至2020年12月，天津阳光义工爱心
社已经结对帮扶困难大学生1905人、孤儿
913人、孤寡老人742人、新疆学子9700多
人、特困单亲母亲6600多人、农民工4800多
人，累计捐赠帮扶款1.3亿余元。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扶贫济困的路

上，张秀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感恩这个
时代，感恩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我有机会创
办企业做公益，实现自己的梦想。在今后的
日子里，我将始终如一地怀着感恩之心，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继续努力奋斗！”她感慨地说。

阳光洒满扶贫路 援疆收获别样情
——记天津阳光义工爱心社社长、“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张秀燕

本报讯 近日，和平区利用共享单车平台助力垃圾分类宣
传。和平区垃圾分类处理中心联手美团、哈罗、青桔三大共享单车
企业，在和平区范围内扫码骑行时通过图文、语音等方式提示用户
主动参与垃圾分类，进一步营造多方面宣传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如今，共享单车作为一种绿色低碳的交通方式，使用率高
活跃用户群体数量大。区垃圾分类处理中心积极联络共享单
用车企业，利用软件页面、提示音等进行垃圾分类宣传与和平
区各大商圈电子屏宣传形成合力，进一步引入企业力量，创新
宣传形式，扩大宣传效果。

利用共享单车平台
助力垃圾分类宣传

垃圾分类 全民参与

日前，和平区中心小学与区人民法院开展青少年模拟法庭
活动。宣传法律知识，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树立法治观
念，形成未成年人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薛峙 摄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