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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 河东

不负年华好读书
■记者 戚帅
草长莺飞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
节。 4 月 23 日是第 26 个世界读书
日。自 1995 年始,这个特殊的日子陪
伴全世界的爱书之人已经走过了 26
个春秋,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阅
读之中。正所谓开卷有益，在世界读
书日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更要呼吁大
家终身阅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用书
籍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王萌萌是一名心理咨询师，
由于职
业需要，
她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书籍，
对于读书她有着自己的见解。她说：
“严格来说，
读书是件很私人的事，
读书
获得的收益对每个人来说也是各有不
同。就如一千个人眼中，
有一千个哈姆

七嘴八舌
话文明

雷特。只是，当我每次读完一本书，与
其他读者交流，
我们不同的思想发生碰
撞，
又总会激发出新的想法。就像两种
不同化学元素激发出新的化学反应一
样，从而因为读书，
获得了更深层的体
验。
”
如今的王萌萌成立了一个社群，
公
益性质的心灵成长读书会，
“我觉得有
好的想法，更应该推广开，
大家一起交
流。我们每周会发起一场共读，
有心理
老师深度提炼，
精华解读。无论是个人
成长、亲密关系、职场进阶、亲子养育，
还是心理问题，
都能在这里得到抱团支
持。
”
王萌萌说。
贾如海是天津市第七中学的一名
教师，以书会友，
书香满园一直是他所
在学校倡导的读书氛围。对于世界读
书日，他更有着自己的看法。贾老师
认为，把一年中某一天定为读书日，
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的目的就是让
现代人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能够回忆
起在历史演进当中，一些给人类文化
提供巨大精神养分的一些学者、作家
们，通过阅读来纪念他们。

“阅读本来是平常事，
那为什么还
要专门确定一个读书日呢，是不是现
代人们都没有时间阅读或是不太爱阅
读了呢？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
一个读书日，我觉得这肯定是好事。
接 着 就 是 要 考 虑 到 ，这 天 我 们 怎 么
过。我们可以把同学们带到图书馆
里，安静地读一下午书。当然也可以
讲一讲关于书的文化、书的历史，
都挺
有意义的。也许在今天这个环境里，
能够静下心来读点书，也许有点挑战，
但我想，好的事情需要呼吁需要导向
需要坚持吧。
”
贾如海说。
陈正龙是天津城东供电公司的一
名工作人员，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
他
对孩子阅读培养非常重视。他认为，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需要从小培养读
书的习惯和生活方式。
“ 现在的孩子
们，接触的信息非常丰富，
孩子们多读
书，读好书，
有助于孩子们形成正确价
值体系，在繁杂的信息中，
取精华去糟
粕，不断完善自己。同时，
读书也能丰
富孩子的课外知识，在做好学校学习

的基础上，我会定期带孩子买书，培养
孩子的课外兴趣，不定期分享读书体
会，培养孩子读书思考的固定习惯，帮
助孩子经营好内心和精神生活。
”
陈正
龙说。

浓浓书香满河东
在第 26 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河东区举办多种读书活动，品味悠远书
香，传递阅读力量，营造全民阅读良好氛围，提高全民素质。

短评：
当下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互联
网也延伸出更多的娱乐方式，读书已
不仅是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主要途
径 。 书 籍 ，渐 渐 淡 出 了 许 多 人 的 视
线。读书似乎成了一种奢侈行为，甚
至已经成为一种所谓“城市中产阶级
生活方式”的代名词。不知何时，我
们更加向往书桌前暖暖的灯光，茶杯
里氤氲的香气，手指拂过纸张，静心
感受与作者的交流。希望读书不应
该成为一种被提醒和标榜的符号，而
更应该成为自知与自觉的行动，不要
等到“世界读书日”这天才去读书，而
应该有空闲便捧起书本，进行“开卷
有益”的旅行。

唐家口街道开展“书香唐家口”第三届读书交流活动

富民路街道在区图书馆富民路街道分馆、城市书吧、社区图书室设立“红
色图书角”，开辟学习党史新阵地，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
好风尚。

多读书 练内功 提素质 强本领
春华街道开展主题朗诵演讲比赛

庆建党百年 颂祖国母亲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 通讯员 单
子霞）春华街道日前开展“庆建党百年
颂祖国母亲”
主题朗诵、演讲比赛活动，
来自 14 个社区 25 人（组）选手参加了
比赛。
映着鲜红的党旗，比赛在重温《中
国共产党百年述职报告》、重温入党誓
词中拉开了序幕。在比赛过程中，
选手
们结合自身的经历和感受，
或讲述中国
从历经磨难到现在新时代的巨变；
或歌
颂祖国几十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或表

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身为中国人的
无比自豪；
或表示要为祖国的强大而努
力奋斗。选手们的朗诵、演讲自信大
方，激情洋溢，振奋人心。比赛结束后
评委们为各组别得分排在前六名的选
手颁发了晋级证书。
参加比赛的选手表示，中国共产党
建党百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
有太多的话想说给祖国母亲听，我们会
用实际行动，服务居民心连心，用自己
的实干奉献向祖国献礼。

向阳楼街道阳安里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开展党课宣讲

互助共建学党史 牢记使命促作为
本报讯（记者 戚帅）日前，向阳楼
街道阳安里社区党委邀请共建单位区
委政法委相关工作人员共同为政法委
机关党员、阳安里社区党员做党史学
习教育党课宣讲。
区委政法委相关工作人员从进一
步感悟思想伟力，增强用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全党的政治自觉；进一步把握
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进一步深
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始终保持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三个方
面，结合自身工作实践，为党员干部进

行了很好的宣讲，教育党员干部要充
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
义，要通过扎实学习教育和为民服务
实践，努力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为“四个之区”建
设贡献力量。
听了授课，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学
到了许多党史知识，澄清了一些模糊
认识，很受启发，要以“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做为党史学习教育的落
脚点，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不断
增进群众福祉，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

富民路街道团工委开展主题活动

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富民路街道
团工委日前开展
“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
走”主题活动，组织机关团支部和 11 个
社区团支部团员青年参观了天津时代
记忆纪念馆，
进一步开展好党史学习教
育，激励广大团员青年继承和发扬党的
光荣传统，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
在天津时代记忆纪念馆，
一条气势
恢宏、
象征长征精神的时空隧道，
把大家
带回到党的峥嵘历史岁月。展馆内以时
间为主线，
整理展示了建党百年间涌现
的为党、
国家、
人民作出卓越贡献的英雄

人物事迹，通过一幅幅照片和一件件展
品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伴随着讲解员生
动地讲解，团员青年们仿佛又回到了那
个革命年代，
经历了一次精神洗礼。
富民路街道团工委相关负责人说：
“在‘五四’青年节前夕，我们把党史学
习教育与主题团日相结合，通过参观天
津时代记忆纪念馆，进一步激发了广大
团员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青春活力，
大家都感触颇深，表示要弘扬时代精
神，强化使命担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

日前，区妇联在第二中心小学举办“永远跟党走 2021 年世界读书日”主
题活动，为同学们颁发荣誉证书并赠送了图书，勉励孩子们好好读书、读好书，
在读书中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
报效祖国。
潘莹 摄

本报讯（记者 彭娜）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扎实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在第二十六个世界读书日
到来之际，唐家口街道组织开展
“书香
唐家口”
第三届读书交流活动。
活动中，
唐家口街道机关团支部书
记向团员青年发起读书倡议，
号召大家
通过阅读，学习党史，
获得丰富知识的
同时，
立足本职工作、
实现岗位建功。
随后，街道领导为青年党员、团员
赠书。希望大家通过此次读书活动，
能

够深刻领悟我们党百年风雨背后的历
史，
传承红色基因、
牢记初心使命，
在机
关、社区形成良好的读书风气，
进一步
提振精气神，强化干部队伍、社工队伍
建设，
打造学习型机关、
学习型党组织。
参与活动的团员青年表示要迅速
行动起来，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通
过读书活动，练内功，
提素质，强本领，
从心出发，向心而行，
成为忠诚干净担
当的青年表率，为建党 100 周年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

天津市第七中学开展党员合唱活动

红心唱响新时代 昂首阔步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 戚帅）日前，
第七中
学开展了以
“红心唱响新时代、昂首阔
步新征程”
为主题的党员合唱活动。
第七中学党员活动室里党旗飘
扬，红歌嘹亮。各支部倾情合唱《再唱
山歌给党听》
《祖国不会忘记》，唱响主
旋律，提升精气神。唱出了七中党员
干部心中对党、对祖国的无限深情，
唱
响了七中党员干部爱党、爱国、爱社会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职工文学协会携手天津市作家协会举办“读书有益思”
主题读书会，
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学党史 跟党走”主题读书活动。

主义，担当新使命、奋斗新征程的时代
强音。经过专业评委和群众评委的现
场打分，产生了优秀奖和参与奖。
下一步，第七中学将扎实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不断总结经验，观照现
实，推动工作，
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放在为民办实事上、放在推动各项
工作高质量发展上，以优异的成绩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天铁街道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凝聚力量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 通讯员 耿
颖）日前，
天铁街道武装部组织基干民兵
到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总部纪念
馆进行实地参观学习，
开展
“缅怀先烈、
凝聚力量、
传承红色基因”
的党史学习教
育，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在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基干民兵
学习了八路军抗日战争历史，面对鲜
红的党旗，重温了入党誓词。大家认
真的看着一件件珍贵的革命者遗物和
一张张历史照片，深刻认识到当年战
争的残酷和艰难，受到了一次深刻的

精神洗礼，充分认识到当今的国泰民
安与老一辈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捍
卫的强大国防军队是分不开的，认识
到新时代民兵队伍强兵重任和经济建
设重任，作为基干民兵更要牢记党的
理想信念和根本宗旨，把初心化为恒
心，
把使命化为担当。
参观后，
大家纷纷表示，
要用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
凝聚力量，
不断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共产党人的精
神血脉，
牢记初心使命，
继承和发扬好革
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

天津七中学子徜徉在美丽的书香校园中。每年，天津市第七中学都会
组织教师及学生的读书交流活动，春日的七中校园因书香而更加美丽。

去治河东

！

鲁山道司法所全力推动“律师进社区”工作

顾问贴心 服务暖心 工作尽心
本报讯 适逢社区“两委”换届
和社区法律顾问人员调整双重变
动，鲁山道司法所采取集中宣讲、逐
一对接、跟进提醒等多种方式，协助
法律顾问及早融入社区开展法律咨
询服务，确保社区法律咨询工作的
平稳过渡和服务质量。
一 是 集 中 宣 讲 ，从 严 规 范 管
理。鲁山道司法所召开 4 月份社区
综治主任工作例会，集中对“律师进
社区”工作进行强调部署。会上，工
作人员强调了社区法律咨询服务的
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汇报了工作
开展情况和取得效果，并提出在人
员调整变动期间也绝不能影响法律
顾问服务的开展和效果。
二 是 逐 一 对 接 ，从 细 开 展 工
作。会后，皓林园社区综治主任与
社区法律顾问面对面进行沟通对
接，双方根据小区实际情况，明确法
律 需 求 ，确 定 服 务 形 式 和 开 展 频
次。鲁山道司法所与法律顾问、综
治主任进行沟通交流，约定时间邀

请双方见面，尽快完成工作对接，及
早进入社区提供咨询服务。
三 是 跟 进 提 醒 ，确 保 服 务 效
果。为了详细了解每名律师的基本
情况和工作风格，及时掌握各社区
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鲁山道司
法所确立了跟进提醒机制，工作人
员与社区和律师常联系、常沟通，及
时进行工作提示，发现汇总问题，整
理反馈意见，进而指导改进，形成社
区法律顾问工作完整闭环。
近年来河东区积极落实推进社
区法律顾问工作，鲁山道街道和 7
个社区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均配
备了法律顾问，安排律师值班咨询，
免费为群众解答法律问题，用心为
群众办实事，实现三级公共法律服
务“全覆盖”。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鲁山道司法所将继续开拓思路，
从细微处着手，在各社区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活动，满足居民法律需
求，全力提高辖区内人民群众法治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广大市民来到河东区图书馆嘉华中心馆进行线上阅读。

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梦娃绘本馆的工作人员来到河东区
第十一幼儿园开展梦娃直通车活动，现场为家长办理图书卡。家长办理后可
以预约线上小程序下单借书，
工作人员直接把书送到幼儿园，让孩子们及时阅
读绘本，
方便快捷。
戚帅 刘泽瑞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