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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
津南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津南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绘画义卖
感恩母爱

创新载体 深植红色基因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我们要
通过活动进一步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
”
双林街青年干部姜璐璐说。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津南区坚持守正
创新，
充分利用各类资源，
创新宣讲方式，
丰
富实践载体。进一步做优
“自选动作”
，
通过
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让党史学习教育在基
层落地生花，
让党史学习教育
“活”
起来。

百名少年共绘百米长卷

杨树下的党史课
为引导广大青少年深入了解党的百年
历史，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让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近日，小站镇德胜道社区组织辖区内
青少年开展“杨树下的党史课”活动，读懂
历史这部最好的教科书，让广大青少年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活动邀请社区退休党员刘金忠，与孩
子们围坐在院内的一棵老杨树下，详细讲
述从建党初期到发展壮大，从抗日战争到
解放战争，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一段段红色故事充分彰显出中国
共产党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光辉历程。
宣讲人讲得声情并茂，孩子们听得津津有
味，并不时询问一些故事的细节。进一步
加深了孩子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思考，激发
了青少年学习党史的热情。
“杨树下的党史课”打破以往室内学习
的固有模式，对于青少年了解党史、学习党
史知识、激发学习兴趣打下坚实的基础。
短视频里说党史
近日，双林街团工委组织拍摄《双林正

老党员为孩子们讲党课
韶华》短视频，将党史教育、抗击疫情、志愿
服务、高校共建、创文创卫等双林干部群众
奋斗足迹梯次融入。
在国家级防灾减灾示范社区象博豪
庭，青年团员们身着白衬衣，齐整站立，引
吭高歌，一字一句唱出了对革命先驱的缅
怀深情。在福禧社区法治广场，
90后干部举
起党旗面向镜头，
尽展朝气与活力，
在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
大合唱激情满满、
催人奋进。
《双林正韶华》短视频定位“青年的力
量”主基调，聚焦双林街大事件，以歌曲《在
灿烂阳光下》贯穿全篇，回顾革命历史，串
连双林党建，呈现青春风貌。
“此次活动将我们青年党员与全体团
员聚在一起，回顾百年历史，那些红色的奋
斗征程时时在我们的脑海中闪现。学史明

新时代文明实践

近日，葛沽二小的师生们来到天津时
代记忆馆，举办“童心向党献礼建党百年
百名少年共绘百米长卷”建党 100 周年主
题活动，在缅怀先烈、重温历史的同时，用
手中的画笔在百米长卷上绘出党的光辉历
程、红色革命故事和家乡的变化，表达爱党
爱国的心声。
活动中，
现场工作人员首先向学生们介
绍了小站特别党支部和大孙庄党支部的建
立，津南战役、北闸口狙击战等革命故事。
随后，百名学生手拿彩色绘笔，精心描绘出
革命英雄、
长征精神、
建党百年、
七一建党、
科
技强国、
幸福的人民生活等内容，
承载着学生
对党的感恩之情和美好祝福。活动最后，
师
生们共同演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用最质朴的歌声，歌唱祖国，歌颂伟大
的中国共产党，
激励学生们以更加昂扬的斗
志 ，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而 努 力 奋
斗。葛沽二小德育副主任朱洪兰介绍，今
后学校还将开展主题升旗仪式、讲红色故
事等教育活动，用黑板报、手抄报等载体，
让孩子们了解英雄榜样事迹，使孩子们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传承红色基因。
记者 张鸾 沈欣 通讯员 蔡畅达 刘俊英

小朋友在老师的指导下作画

“ 5·12 ”防 灾减 灾日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筑牢基础 守护安全

双港镇柳林社区

“小画家”讲解自己的绘画作品

5 月 12 日，由区应急管理局、气象局、人防办、红十
字会、消防救援支队等 10 个部门联合举办的“5·12”防
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津沽休闲园掀起高潮。活动现场
通过悬挂横幅、设立展板、分发科普读物、现场咨询讲
解等多种形式向公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常
识。据悉，本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近千份，进一
步提高了群众的防灾减灾安全意识，增强了防灾减灾
和应急救援能力。
记者 刘静男

爱心从“头”开始
5 月 6 日，双港镇柳林社区开展“公
益理发日”活动，来自社区“微家”志愿服
务队的志愿者们共为辖区 40 多位老人
进行了免费理发。据悉，柳林社区积极
对接共建单位、志愿服务队伍，坚持免费
理发活动每月开展 1 次，今年已经持续
开展了 6 次，
累计服务居民近 200 人次。
（双港镇供稿）

交警津南支队

感恩是最好的传承

拒绝酒驾 安全出行

□ 筱 辰

近日，交警津南支队在吾悦广场门
口举办“醉驾入刑十周年”主题宣传。活
动中，民警向过往群众讲解了酒驾和醉
驾的区别、标准，以及酒驾对家庭及个人
的危害，警示大家要牢记安全驾驶理念，
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酒后禁驾意识，共
筑安全文明交通环境。
记者 刘文姝

5 月 9 日，辛庄镇首创光合城社区举办“感恩母爱”主题
绘画义卖活动。活动现场展出多幅绘画作品，吸引了众多
社区居民购买，活动筹集的款项将全部用于社区公益活动
和慈善捐款。
记者 李莹 通讯员 刘知源

无论是超商应景的优惠促销，
还是朋
友圈刷屏的晒图，
抑或餐馆一位难求的火
爆……尽管已经间隔数日，
但母亲节留下
的痕迹却依然清晰可感。
作为
“舶来品”
，
母亲节能够被国人认可
并接纳，
恰恰因为它契合了炎黄子孙的传统
文化和情感需求。
“孝”
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
早已深
深根植于国人的内心，
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母亲节不仅给子女提供
了向母亲表达情感的机会，
更成为传承文明
家风的重要平台。
传承文明家风，
传承的是岳母刺字训子
的家国情怀。以针为笔再涂上醋墨，
正是岳
母一笔一划的良苦用心，
才使
“尽忠报国”
成
了岳飞深入骨髓的信仰，
从此视国家兴亡为
己任，
身体力行，
矢志不渝。传承文明家风，
传承的是陶母封坛退鲊的防微杜渐。
“汝为

吏，
以官物见饷，
非惟不益，
乃增吾忧也。
”
面
对儿子送来的鱼鲊，
陶母原封退还，
更用寥寥
数字，
让陶侃万分愧疚，
从此清白做人，
成为
一代名将。传承文明家风，
传承的是欧母画
荻教子的言传身教。荻秆作笔，
铺沙为纸，
在
母亲的教育下，
欧阳修自小就喜欢上了诗书，
加之他勤学好问，
终成一代大家。
见贤思齐焉，
除了对子女的拳拳爱意，
典
故中几位贤母苦心营造的爱国、
清廉、
劝学的
家风更值得借鉴。尽管母亲节已过，
但我们
至少应让对母亲的感恩长留心间，
让文明的
家风继续传承。如此，
这个母亲节才有意义。

亲子家庭一同在麻布袋上涂鸦

文明视点
社区居民在绘画作品前驻足欣赏

区融媒体中心
重温党史 青春健行
5 月 8 日，区融媒体中心“重温党史
青春健行”健步走活动在海河故道公园
举行。活动紧扣“党史学习教育”主题，
在健步走的行程中，每隔一公里设置党
史知识打卡点，将答题成绩与健步走名
次汇总计入最终总分数。在强身健体、
拥抱自然的同时，学习了解党的百年历
史，也进一步激励全体干部传承红色基
因，做到学史力行。
记者 唐文博

用 爱心点 亮希望

最可爱的人

——记天津好人、
津南培智学校教师门荣仁
■ 记者 李莹

区人民法院
“典亮”法治明灯
近日，津南法院小站法庭走进小站
第四小学开展民法典进校园宣讲活动。
干警向同学们详细介绍民法典的立法新
变化，阐明了民法典分则部分中的多个
亮点，为学生更加全面了解、理解民法
典打下基础。
（区人民法院供稿）

小站镇
反恐演练入校园
为进一步提高师生反恐防暴意识，
近日，小站镇举办校园反恐防暴演练活
动。演习的场景设置在小站镇实验小
学，民警、学校保安、教师与学生共同参
与了演习。活动结束后，民警现场为师
生讲解了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知识，
提高
学校师生应急处置和自我防护能力。
记者 于素懿

“孩子们看似一点点的进步，在我眼里都是非
常大的成功，因为这些进步都是孩子和老师通过
努力慢慢改变的。”这是津南区培智学校运动与保
健教师门荣仁常说的话。普教加特教 27 年的教
学生涯，她潜心教育，用心爱护每一位学生，这位
“半路出家”的特殊教育教师，用她的爱和心血，点
燃了一盏盏希望的灯。
2004 年，刚刚转到特教岗位的门荣仁还不太
熟悉工作，她细心观察身边的老师们是如何做的，
向他们了解培智孩子的身心特点，向他们学习教
学方法经验。
小强是一个多动的自闭症儿童，刚来到学校
的时候，总是在教室大喊大叫，或绕圈跑或直接冲
倒在地，拒绝与人沟通。每到这时，门荣仁总会走
到小强身边，轻拍小强肩膀，告诉小强不要怕，不
要躲，并在小强尽乎狂躁地拉扯中，及时握住小强
抓狂的双手，一遍一遍呼唤他的名字，问他需要什
么。时间长了，小强竟能用简单的词说出自己的
想法，并在门荣仁示意下回到座位安静坐下来。
家长说，门老师就是小强的定心丸。
门荣仁以此为基础，为小强量身制定了以“安
静午睡”为目标的个别化训练计划，小强从一开始
在床上蹦跳喊叫，到每周二四门老师值班时，能躺
在床上，再到这学期初连续四天门老师陪在小强

门荣仁带领孩子们一起做操
身边正常午休，现在小强终于能独立上床自主入
睡，通过两年的时间，门荣仁帮助小强达成了独立
午睡的目标。
门荣仁集结十七年特教运动保健课教学积

累，凭借对所有培智学生体育兴趣点与康复成效
的把握，于 2018 年完成了《培智学生篮球训练校
本教材》，依托教材，让不同智障类型的学生实现
了情感思维身体动起来的培智园体育风貌。具体

教学活动中，她根据学生特殊体质与特殊需求，对
大课间每一套操都进行了精心编排创新，绞尽脑
汁想动作找音乐，编情境情节，创器械组合模式。
教学一个动作就是几十遍、上百遍的反复；一套动
作更是几百遍上千遍地演练，最终成就她和学生
一起拥有了让“情感思维身体动起来”的体育教学
模式，艺术+运动体系、入场式多样的呼号使大
课间活动项目多多，趣味多多，再加上亲子融合运
动为学生康复带来可喜变化。
十七年间，门荣仁克服了全身关节肿胀疼痛，
走路一瘸一拐，双臂抬举吃力的身体障碍；克服了
腰椎滑脱、腰骨断裂的行动不便，不能弯腰提重物
的身体困难；主动积极为学生们坚守住了运动与
保健课堂，坚守住了她必须亲力亲为的上课康复、
大课间活动、趣味运动会，校篮球队、足球队、冰壶
队的每周训练，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比赛活动
及两名脑瘫学生的送教上门。她始终以学生为
本，补偿学生身心，践行一名运动与保健教师特教
专业施教的德与能。
有付出就会有回报，门荣仁的多篇论文获得
国家级、市区级奖项；2013、2015 年分获区级阳光
体育运动先进教师称号；2014 年摘得市级特教
“双优课”；2019 年被评为区级骨干教师、师德标
兵，2020 年获全国旱地冰壶团体赛亚军和优秀
教练员称号。2020 年在中国智协举办的冰雪嘉年
华活动中，共获得 22 块奖牌和道德风尚奖，2021
年 4月获天津好人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