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新街昆香苑社区

4月11日，双新街昆香苑社区开展
垃圾分类主题系列宣传活动。通过向市
民发放垃圾分类操作指导手册、垃圾分
类宣传册等资料，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
性，并讲解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
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方法。

（双新街供稿）

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北闸口镇禁毒办

近日，北闸口镇禁毒办联合派出所、
司法所等部门在北闸口镇鑫诚菜市场开
展春季“禁种铲毒”宣传活动。在宣传现
场，工作人员通过讲解,让居民们知晓
“种毒违法、种毒必铲、种毒必究”，引导
群众增强禁毒意识，以实际行动护卫绿
色家园。 （区禁毒办供稿）

“禁种铲毒”宣传入民心

双港镇桃园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4月8日，双港镇桃园社区组织辖区
退役军人开展“退役军人奉献社区，志愿
服务暖民心”活动。退役军人们为社区
清除卫生死角，捡拾白色垃圾，为树苗浇
水，使社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双港镇供稿）

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社区

镜像
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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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人一个温暖的“家”
——记辛庄镇首创暖山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近日，辛庄镇首创暖山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收到了一封联名感谢信。写信人是首
创暖山社区的14名老人，信中说：“近一年
来，日间照料中心关心我们老年人的生活
和思想，带来了正能量，工作人员经常入
户探望老人，为老人们查体，许多人的身
体经过调理都有所好转。日间照料中心
让我们老年人不寂寞，儿女不在身边，我
们也不孤单！”

首创暖山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由辛庄镇
与天同集团共同打造，自2020年6月正式
投入使用，中心本着“居家-社区-机构”
三位一体的运营模式，让老人不脱离原来
的生活环境，就近活动和入住，满足不同家
庭、不同老人的需求，让老人更有安全感和
归属感。

走进首创暖山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就
听到老人们的笑声。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
聊天，角落里有几位老人正在阅读书籍、报
纸，再往里是文体活动室，书法课正在进
行，老人们有的看作品，有的围着老师虚心
求教。另一个房间放着舒缓的音乐，几位
老人正跟着老师练习手指操。63岁的胡恩
家大爷来日间照料中心时间快一年了，他

高兴地说：“除了周末跟孩子们一起过，我
天天来中心，不来都不习惯。来到这认识
了好多新朋友，每天和大家一起唱唱歌聊
聊天，节日的时候举办联欢活动，感觉自己
越活越年轻。”

中午12点左右，工作人员就会把一份
份热气腾腾、营养健康、安全卫生，并且适
合老年人的午餐送到老人的餐桌上。71岁
的褚祥英大娘说：“因为我的手腕常年疼
痛，所以平时只能做一些简单的饭菜，听说
社区为老年人开了老年人自己的‘食堂’，
立刻就报名了，一开始吃的饭菜有些不合

胃口，老年人喜欢清淡的，有的菜太辣了吃
不了，我们和志愿者们反映了一下，提完意
见第二天饭菜就改良了，现在的饭菜特别
得可口。十几块钱就能吃到一份丰盛的午
餐，太实惠了。”
“之前我和老伴儿在家，两个人也没事

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自打有了日间照
料中心，我们两个人吃完早饭就一起来这
儿，这里每天给我们安排全天的活动，年轻
的志愿者们带着我们一起运动，平时还会
有大夫来坐诊，给我们开健康知识讲座，我
们有时候不来，志愿者们还会入户和我们
聊家常。”午后，首创暖山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的活动室里，音乐与笑声交织，66岁的阎
会来大爷几乎每天来这里练字、唱歌。

除了生活中的照顾，心理疏导也必不
可少，这种日间养老模式不仅缩短了大家
的距离，也拉近了老人们的心，现在很多老
人都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护
师张洪秀说：“很多老人刚到这里会有一
些抵触，但时间久了，和周围的老人经常
聊天，敞开心扉，愿意说说心里话，心情愉
悦，身体也硬朗了。”

记者 李莹 通讯员 刘知源

日间照料中心开展树叶拼贴手工活动

津南支队：一腔热血向光明
1938年后，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

持阶段。在华北战区，我党迅速调整，将军
队化整为零，以武工队的方式向敌后进军。
活跃在天津市区以南的津南支队就是其中之
一，是冀中八分区下的一个武装组织，他们为
天津的抗战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津南支队原叫津浦支队，原本驻守在河

北省东南部津浦线附近。1943年春，津浦
支队改名为津南支队，李轩任津南支队队长
兼政委，其主要任务是开辟津南地区，并以
不同的方式到津南地区进行抗日活动。

津南支队曾到津浦铁路以东进行过3
次较大的侦察活动，这就是津南历史上有
名的“梁永泰三进津南”。1943年7月，津
南支队政委李轩命特派员梁永泰（原名陈
敬宽）率领7名侦察人员到老君堂、砖垛、
王稳庄、芦北口、东兰坨等敌人自认为确保
的“治安区”活动。他们严格执行党的纪
律，深入开展敌后侦察，半个多月后，摸清
了这个地区敌我情况。8月，梁永泰率领
40余名手枪队员延伸到小站地区活动。
他们端了嚣张的李庄子伪警察所，缴获了
伪警察所的武器。10月，梁永泰率领80余
名战士跨过津浦线，在团泊洼摆脱了日伪
军截击后，率队登船，在大港上古林上岸，
进入津南地区。他们在中塘一带侦察，经

他们宣传教育，这一带的伪乡长、伪保长成
了两面应付的“维持会”，暗地里支持抗日
活动。

梁永泰3次到津南进行武装侦查，开
展敌后工作，掀开了津南革命史的篇章。
因在开辟新区的工作中，既要同敌人作战，
又要与土匪周旋。津南支队面临着一场血
与火的考验。他们活动于马厂减河两岸的
村庄，组织“秘抗团”、建立农会、发展党员、
开展争取伪上层，瓦解敌伪军，团结抗日的
活动。先后取得了袭击大泊伪警察所、伏
击津盐公路上的敌伪汽车的胜利。

1944年8月，二中队队长杨山泰（原
名李庆林）又率领津南支队智取西小站伪
警备队取得了胜利。杨山泰在津盐公路上
截车擒敌后，这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路西
过来个杨队长，专打鬼子、汉奸，替穷人出
气。1944年8月的一天，杨山泰在薛家房
子听一位姓王的农民说：“西小站的那伙汉
奸队，只有10来个人，而且很散漫，你们去
了说不定就能把他们拿下来。”杨山泰把情
况报告给津南支队三中队队长李成忠，弄
清了地形。因为西小站离敌人的中心据点
很近，所以没修炮楼，伪警备队就住在一个
大院子里。根据具体情况，李成忠为了不
惊动日军，决定智取。一天凌晨，他让手枪

队的张达、冯三等十多名队员装扮成卖小
工的农民，有的穿一身破旧裤褂，胳肢窝里
挟着个裹抱的麻袋小包；也有的披着块麻
袋片，穿着裤衩，手里提着藏枪的干粮口
袋，来到西小站西北角的稻田地沟里隐蔽，
察看好了地形，陆陆续续地来到工夫市。
又随着来往行人，聚集到伪警备队的门口
附近。为了不让敌人发觉，先由张达一人
接近大门，他刚到门口便抽出手枪，冲着伪
警备队员们大喊：“不许动！”紧跟着冯三等
人闯进屋去，用枪指着那些一时吓傻的伪
警备队员们，取得了胜利。这次战斗共俘
虏敌人10名，缴获大枪10支，对俘虏经教
育后全部释放。等敌人闻讯赶来时，手枪
队员们早已回到了驻地薛家房子。这次战
斗就发生在日军重兵把守的小站旁，砸了
敌人“模范治安区”的牌子。 随后，杨山泰
与李成忠又率领津南支队的部分队员，从马
厂减河直插渤海边上的马棚口敌伪据点。
这次奔袭由西到东，横穿了大半个津南，敌
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两个中队进入津南，还
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渤海岸边。由
于敌人没有准备，仓促应战，很快便被打散，
据点拔除后，两个中队便迅速撤回，继续活
动在马厂减河两岸。

日本人为了掠夺粮食成立了“天津米

谷统制会”，在咸水沽、葛沽、小站设立了三
个监管区域。日寇武装收购稻谷，到处设
卡堵截，常以查运稻米之名敲诈勒索、搜刮
民财，被当地老百姓称为“闻香队”——闻
到谁家有米，谁家就要遭殃。在这种情况
下，津南支队带领着人民群众打响了一场
场“粮食战”。1944年10月的一天晚上，津
南支队袭击了咸水沽机米厂（现咸水沽东
粮库），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在津南地区的盐滩、沙岗、苇塘、村庄
里面，到处都留下了津南支队战士们的足
迹。他们在津南的战斗、生活中，历尽了千
辛万苦，有的战士把最后的一滴血，流在了
津南的土地上。抗日战争胜利后，津南支
队继续在党的领导下活跃在天津周边地
区，袭扰国民党的后方。对盘踞在津南的
国民党军队和土匪、还乡团等进行了有力
地打击。

天津解放后，津南支队的战士们回到
了河北地区。他们为津南人民的翻身解放
所建立的功绩，永远留在津南人民心中。

（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我为群众办实事

交警纠正市民未戴头盔出行的行为

志愿者为市民发放交通安全宣传页

交警为市民详细讲解交通安全注意事项

志愿服务点亮青春
□ 筱 辰

4月18、19日，是第22个“全球青年
服务日”，作为一年一度的全球活动，它
以鼓励和引导青年人发现问题、提出方
案、解决问题为主要目的，动员青年参
与志愿服务，进而展现自己对于社会的
关怀，对志愿服务的热忱。

作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一项重
要内容，志愿服务不仅体现了一个城区
的文明程度，更体现了城区百姓的人文
素质。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津南，青年
志愿者早已成为志愿服务中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只要稍加留意，你就能发现
一个个身穿红马甲的青年活跃在大街
小巷，他们用爱心谱写人间大爱，用凡
人善举凝聚文明力量。他们每个人都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和传
播者，他们让城市更温暖、生活更美好，
还为津南创建国家文明城区注入了不
竭动力。
“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

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其
实，青年投身志愿服务是双赢的选择。

一方面，青年思维活跃、敢为人先、喜欢
创新、勇于探索，参与到志愿服务中，能
让志愿服务更有特色、更有魅力，进而
不断传播推广，惠及广大群众。另一方
面，志愿服务为青年提供了一个施展抱
负的舞台，许多青年在志愿服务中坚定
了理想信念。在新时代，有志青年更应
该借助志愿服务的平台不断成长。

微光如炬，点亮青春。衷心希望更
多青年积极投身志愿服务，从自身做
起、从小事做起，为社会尽一份责任，为
他人献一份爱心，携手把社会变得更加
和谐，把城市变得更加美丽。

筑牢免疫屏障 施工健康两不误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建设者完成疫苗接种

为保障会展首展顺利进行，确保施工健
康两不误，4月9日、10日，津南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统筹区卫健委、区住建委以及咸水沽
镇、会展中心指挥部等部门，在国家会展中
心（天津）S3展馆内搭起了新冠疫苗临时接
种点，为6000余名建设者接种第一针疫苗，
构筑起一道牢固安全的免疫屏障。

接种当天，临时接种点规范设置了登记
区、接种区、留观区，并在醒目位置摆放指
示标识，工人们从早晨八点钟就来到临时
接种点，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分批次、分阶段进行接种，现场
秩序井然，接种工作有条不紊。

考虑到此次接种的建设工人群体数量
较多，工作时间紧张，区住建委成立了由20
人组成的工作专班，全力以赴做好协调服务

工作。“这次接种的工人包括会展展馆一期、
二期和周边配套项目上的建筑工人，前期对
工地进行了严密的摸排和登记造册，接种疫
苗期间，与会展中心指挥部相互配合，有力
有序地组织工人过来进行接种。”区住建委
副主任杨德宝介绍。

4月9日当天，2400名建筑工人完成
接种，庞大的工作量离不开医务工作者、志
愿者的支持。区卫健委副主任高永革说，
此次接种工作抽调了市级三甲医院、区级
卫生院、民营医疗机构等单位的近80名医
务工作者，并安排了临时医疗急救人员及
救护车在现场待命。区卫健委提前与市相
关部门协调了充足的疫苗，保障疫苗接种
工作顺利进行。

记者 王彤 通讯员 张骁

“小义诊”送去“大健康”

4月6日，双港镇联合大全中医研究所携手举办了为
期四天的“义诊在身边 致敬退役军人”义务诊疗活动。

活动中，两位高级中医诊疗师通过中华传统医学
“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为前来诊治的每一位退役
军人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经络关节的变化，
运用娴熟的针灸、推拿、按摩、拔罐和刮痧等多种治疗手
段耐心地进行物理调理。“您一定要注意好身体，不能长时
间久坐，适当的增加运动，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诊疗师
结合当前中老年常见病、多发病与退役军人进行了交流，
并向他们普及推广了未病先预防的健康理念。

（双港镇供稿）

近日，区人民法院与区司法局签订《关于进一步加
强诉调对接合作的框架协议》，明确了诉调对接中心与
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协调联动化解纠纷的工作机制，各基
层人民调解组织在调处纠纷过程中，如遇到“疑难杂
症”，告申庭会选派具有相关案件审理经验的法官开门
“坐诊”，为纠纷双方“把脉开方”，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
“司法获得感”。

“您好，法官，我是辛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一名调
解员，我正在调解一起租赁合同纠纷，现在有几个专业
问题当事人需要得到专业的法律意见，您那边能指导我
们共同化解这起纠纷吗？”顺着这个电话，诉调对接中心
的法官向这位调解员详细了解了案情。

了解案情后，诉调对接中心委派具有多年商事审判
经验的窦立扬法官与调解员进行对接，并在诉调对接中
心现场接待了当事人。窦立扬法官结合自己的审判经
验耐心回答了当事人提出的问题，重点讲解了相应的法
律后果，消除了他的种种顾虑。同时，法官与调解员一
起“边解答，边调解”，力争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
该纠纷呈讼。 （区人民法院供稿）

告申庭开通法律“专家号”
为疑难杂症“开方”

医务人员为施工人员进行登记

4月12日，公安津南分局交警支队双港大队的交警和志
愿者一起走上街头，开展“一盔一带”查纠活动，向过往群众
发放《天津市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宣传页，号召市民驾驶
非机动车时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文明平安出行。

记者 于素懿 通讯员 邢立强

区司法局

近日，区司法局组织骑行队队员前
往海河故道法治公园和天津地铁1号线
东沽路站开展普法宣传骑行活动。骑行
队队员们一路骑行一路宣传，并向过路
群众发放会展主题及民法典相关宣传资
料，讲解会展和民法典相关知识，向群众
倡导讲法治讲文明，以良好的精神风貌
迎接会展首展。 （区司法局供稿）

普法宣传骑行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