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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明出游”成为最美风景
■记者 石晓钰
清明前后，正是出门踏青的好时
节。万物复苏，
鸟语花香，自然界到处
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大家亲近
自然、踏春郊游，享受春天的乐趣。春
天，
是播撒希望的季节，也是播种和践
行文明的季节，
大家在出行的同时，不
要忘了用自己的行为给春景添一抹文
明的亮色。
在富民体育公园，有不少家长带

七嘴八舌
话文明

着孩子来踏青。一位学生说：
“虽然说
是‘踏青’，但大家不会踩踏花草。老
师告诉我们，古人游历讲究真善美一
致的原则，这是古人行为美的精髓，在
当下文明出行中应继承和发扬。无论
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要不乱扔垃圾，
使
用文明用语，我们的行为应与景色一
样美。
”
天气渐暖，对于想在家门口转转
的老年人来说，附近的广场、公园是不
错的选择。每天在如意园锻炼的王大
爷说：
“近些年大家的文明素质一直在
提高，大家都知道爱惜和维护健身设
施。你瞧这些健身器械，大家都是文
明使用。现在天气暖了，这公园真是
太漂亮了，花枝招展、姹紫嫣红，在这
么美的环境里散散步、锻炼锻炼，
真是

悠然自得、心旷神怡，
还有谁忍心破坏 “我最看不惯插队行为，不管在哪插
这份美景呢？”
队都是非常不文明的，特别容易引起
在河东区工作的小刘告诉记者，
他
他人不满，这种爱插队人的思想可得
觉得随地乱扔垃圾是一种非常不文明
提高提高。”
的表现。
“现在大部分家长都会教育孩
子不要乱扔垃圾，但孩子真的扔了时，
短评：
部分家长却没有以身作则把垃圾捡起
来，
‘说’
是挺容易的事，
‘做’
却不能身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身处干净、优
体力行，
这样起不到教育的意义。
”
美的环境，身边是热情、文明的人，那
春华街道惠森花园小区居民陈
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的不文明行为就
值得每个人觉悟和反省。只有每一
大爷表示，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
圆”。有了规矩，而且大家都来遵守， 个 人 主 动 向 内 看 ，从 自 身 素 质 找 原
才能促进社会的美好、人文和谐。出
因，不要抱怨外围环境，人人坚持在
游中的不文明行为，大部分来自生活
出行的时候都把“文明”一词放在心
中一些不好习惯。陈大爷加入了街
里落实到行动上，文明出行才会成为
道的志愿服务队，平时经常参加文明
现实，才能做到人与人，人与大自然
指 路、维 护 环 境活 动，他 告诉记 者 ： 的和谐相处。

图说 河东
寻找春天
春天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向我们，小树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公园里的花朵
争奇斗艳，很多人都走出家门，踏青、赏花，寻找春天的足迹，享受美好的春
日时光。

河东区实验小学开展家校共建讲党史活动

党史进校园 筑梦新时代
富民路街道举办首场新任社区书记讲好党课主题活动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日前，富民
路街道举办了首场
“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新任社区书记讲好党课
主题活动，街道班子成员、11 个社区新
任党委书记和党员群众参加了活动。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
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
与 人民 心连 心、同 呼 吸、共 命 运 的 历
史。”金月湾花园社区书记朱琳以《学
党 史 不 忘 初 心 开 新 局 牢 记 使 命》为
题，为社区党员群众作履职“第一课”，
“作为社区党委换届后新当选的社区
书记，我要切实从党史学习中汲取智
慧和力量，赓续红色精神，履职担当尽
责，当好‘小巷总理’，带领社区工作
者，把党史学习成果转化为‘我为群众
办实事’的具体行动上来，打通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听完讲座后，社区退休老党员陈

德山激动地说：
“ 如今，我们的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坚定不移跟
党走，深刻铭记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光
辉 历 程，牢 记初 心使 命，虽 然 年 龄 大
了，但只要党需要、社会需要，就应该
发挥自己的余热，为社区发展添动力、
凝共识。”
此次活动拉开了富民路街道“新
任社区书记讲好党课主题活动”的序
幕 ，新 任 社 区 党委 书记 将 发挥“ 领 头
雁”作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强化履职
担当，结合社区特色，针对党员群众、
青少年等不同群体，开展分众化学习
教育活动，引导党员群众学党史、知党
情、跟党走，传承发扬好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
化为为民服务成效，让群众切实感受
到党的温暖，以实际行动为建党一百
周年献礼。

鲁山道街道橙翠园社区开展党章学习活动

庆祝建党100周年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刘
谱丹）日前，鲁山道街道橙翠园社区开
展庆祝建党 100 周年“学党史 忆初
心”党章学习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
社区党员和退役军人党员代表共
同参加了此次党章学习活动，橙翠园
社区党委书记带领大家从“党员”
“党
的基层组织”
“ 党的干部”
“ 党的纪律”
四个章节进行了全面学习，并结合社
区工作实际，对党的纲领、党的宗旨以

及党员义务和权利等内容进行了阐
释，加深了社区党员和退役军人党员
们对党章的认识。
通过此次党章学习，进一步加强
了 党 员 的 党 性 修 养 ，增 强 了 党 纪 意
识 ，激 发 了 党 员的 责任 感 和使 命感 。
大 家 纷 纷 表示，要 不 忘初 心、牢 记 使
命，践行红色承诺，争做先锋表率，以
良好的党性修养和过硬的政治素质
迈向未来新征程，共同为社区建设发
展贡献力量。

河东交警支队举办党史学习教育“学习强国”答题挑战赛

在寓教于乐中入脑入心
本报讯（记者 彭娜）为传承红色基
因，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
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营造党史学习教
育浓厚氛围，
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
效。日前，
河东交警支队创新学习方式
方法，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学习强
国”
答题挑战赛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初赛和复赛两个阶段
进行。河东交警支队各大队广泛发动党
员干部参与线上预选赛，
根据成绩择优组
建各大队线下参赛队伍。经过选拔，
共有
8个大队的32名交警参加。初赛采取排
名制，
使用
“学习强国”
中挑战答题功能。
所有参赛人员同时答题，
10分钟内，
答对

题目数最多的 8 名选手进入复赛。复赛
环节采取单场淘汰制，
使用
“学习强国”
中
双人对战功能。进入复赛的 8 名选手通
过抽签，
确定各自分组对战情况。8名选
手两两对战，
败者淘汰，
胜者晋级。最终
决出冠军、
亚军、
季军。
本次挑战赛紧张激烈，精彩绝伦，
各位党员充分调动知识储备，一一击破
各类题目，展现出党员干部应有的理论
深度和知识广度。河东交警支队负责
人表示，此次活动不仅拓宽了党员干部
学习的渠道，也进一步加深了党员干部
对党史学习教育的理解，让党史教育在
寓教于乐中真正入脑入心。

二号桥街道开展专题讲座

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本报讯（记者 彭娜）为庆祝中国共
党为什么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
产党成立 100 周年，扎实开展党史学习
利、发展和繁荣；深刻剖析了中国共产
教育，
进一步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思想
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中，始终坚
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掀起党史学
持党的领导，遵循科学规律，尊重基本
习教育的热潮，日前，二号桥街道邀请
国情是新时代奋斗的实践启示。李老
天津市委党校李凤琴教授为街道党员
师从理论出发，结合实际案例，生动而
干部作党史专题讲座。
形象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讲座中，李教授以“中国共产党百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
年奋斗历程”为题，以百年时间为轴，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讲授内容丰
分别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
富，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引起了现场
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广大党员干部的共鸣。
化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讲座后，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聆听
四个时期带领大家回顾了中国共产党
李教授的讲座，领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
的百年奋斗历程，用生动详实的史实
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体会了融入中国
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共产党人血液的初心和使命，自己对党
以及取得成功的经验。讲述中国共产
的奋斗史有了更加深刻的见解。

本报讯（记者 潘莹）日前，河东
区实验小学开展了以“迎建党百年，
筑梦新时代”为主题的家校共建讲党
史活动，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的热情，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学校聘请有思政课授课能力的，
在各行各业做出贡献的家长作为班级
思政辅导员，和老师一起开展班级思
政教育活动。给家长和学生创设了一

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也为家长和老师
提供了一次增进了解、互相学习的机
会。班级思政辅导员们从不同职业的
角度出发，用接地气的鲜活素材，
走上
讲台给孩子们讲党史，用图文并茂的
课件、精心挑选的视频，
带领学生学习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和伟大成
就，追忆革命先烈，讲述英雄事迹，了
解科技的进步，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
堂别开生面的党史课。

在河东区第二幼儿园，老师带着大班的孩子们在园内观察春日里的植物
生长，
让小朋友们养成从小爱护花草的好习惯。

唐家口街道

书画学党史 文化聚力量
本报讯（记者 彭娜）为进一步加
强党史学习教育，引导社区党员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近日，唐家口街道新开路社区组织社
区老党员开展
“书画学党史 文化聚力
量”
主题活动。
活动中，
薛世聚老师挥毫泼墨，
写下
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学史明理、
学史增
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十六字；
张宝忠
老师则寄情山水，
通过绘画作品歌颂祖
国的大好河山。社区居民孙德才说：
“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我作为
老党员，
心情非常激动。我们利用业余
时间，
邀请专业的老师来教大家书法绘
画，
一起畅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
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重温党的光
辉历史，
凝聚力量奋力前行。
”
下一步，唐家口街道将组织各社
区开展丰富多彩的党史学习教育，引
导社区居民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的信心和决心，营造知史爱党、知史
爱国的浓厚氛围。

在河东公园里，
两个小姑娘坐在小木亭里玩耍、
嬉戏，
享受春日的美好。

河东区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实践活动

打造优良水生态环境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费
宏亮）日前，区生态环境局、区教育局
组织辖区市级绿色学校河东区第二实
验小学开展了“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
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实践活动。
在活动中，区生态文明宣讲团干
部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程师走进学
校园，开展了主题为
“人工生物浮岛与
地表水环境治理”
专题讲座，
向师生普
及水资源知识，号召大家从自身做起，
珍惜来之不易的水资源，营造爱水、惜
水、节水的校园氛围。在活动中，
通过
生动实用的课件，用符合学生年龄特

点的语言，从当前水污染的现状、水污
染的危害、如何防治水污染、人工生态
浮岛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一堂课下来，老师和孩子们都听
得津津有味，也对水污染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
此次活动，呼吁师生都要成为
“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倡导者、践行者
和捍卫者，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
的基本国策，
让师生更深入地认识
到饮用水卫生安全的重要性，增强惜
水、节水、护水的意识，减少河涌污染，
携手打造优良的水生态环境。

在富民体育公园里，家长带着孩子们来到公园写生，一笔一画，要把春
日的美景收进画中。

大王庄街成立社区青年团校
本 报 讯（记 者 赵 文 君）为 进 一
步加强基层团员的教育培训管理，
打造团员青年学习培训阵地，日前，
大王庄街道在丰盈里社区成立青年
团校。
丰盈里社区党委书记与区委党校、
河东军休二所、
天津城建大学国际教育
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附
属中学、河东区第一中心小学、河东区
五十四中学等多家共建单位签署共建
协议，
并为特聘讲师颁发特聘证书。
丰盈里社区青年团校以请进来
走出去的形式开展定期授课，集合了
一批有志于做党史传播者的专家、学
者、大学生、优秀青年等成为团校成
员，以青少年喜欢的方式进行有效的
“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努力使青
少年从党的声音聆听者深化为党的

政策拥护者、党的理论实践者、党的
声音传播者。社区青年团校揭牌仪
式后，河东军休二所老党员杨增寿老
师以《百年奋斗辉煌，民族复兴梦想》
为主题，结合党史学习教育，通过追
忆中国共产党百年风雨历程，为到场
的团员青年带来社区青年团校第一
节精彩的团课。
据悉，今后，
大王庄街道团工委将
在党建引领下，在有条件的社区陆续
建立社区青年团校，利用社区青年团
校这一“青年大学习”新阵地，依托红
色记忆博物馆，通过主题宣讲、专题团
课、志愿服务、参观学访、线上学习等
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加强对团员青年
的思想政治引领，为团员青年成长成
才服务，引导团员青年将党史学习教
育入脑入心，为建党百年献礼。

在月牙河畔，
两位老人在花中驻足，
用手机拍下美好的春色。

在公园的池塘边，
小朋友们带上小网子捞起池塘里的水草。
赵文君 刘泽瑞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