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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庄街道信和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凝心聚力打造“百姓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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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路相守请您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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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天津市河东区宣传战线抗疫启示集》作品选登——

社区居民在信和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参观

上海锦天城（天津）律所举办主题讲座

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

如果减肥也算一种职业，那它
有可能是世界上从业人员最多的职
业！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人们的
减肥热情和需求也就多了起来。怎
么减才正确呢？

管住嘴

想要合理控制体重，就得明白：
减肥 ≠饿着，怎么吃？

保障基本能量需要的基础上，
控制额外的能量摄入，选择餐后血
糖升高速度较慢、容易增加饱腹感
的食物。研究表明：对于一般减肥
人群而言，1200千卡左右的能量供
应较为合适，既不能影响生理功能，
又不能给机体储存脂肪的机会。所
以，保障这些基本能量需要，就得
吃，但是提供这些能量的食物就得
优选一下：

碳水化合物作为主食，优先
选择粗杂粮，比如燕麦、全麦或者
杂粮，如果实在难以接受粗粮口
感上的粗糙，可以粗细搭配；肉、
蛋、奶不可少，它们是蛋白质的良
好来源。因为蛋白质也可以提供
能量，所以它也得适量控制，每天
75克蛋白质即可，在肉的选择上
优先选择水产和禽肉，严格控制
脂肪的摄入；蔬菜和水果不能少，
相对而言，蔬果能量少，血糖生成
指数较低，膳食纤维丰富，增强饱
腹感，提升抵抗力，减少油脂吸
收，对减肥非常有益，但千万别单
纯的只吃蔬菜水果。

少吃高能量食物，比如：油炸食
品、西式快餐、方便面、冰淇淋、蜜
饯、饮料等等。这些食物真可谓是
能量的“精华”，供能实力绝对是棒
棒的，同时，想要从身上甩掉它们，
那运动量，也不是简单走几圈就可
以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多
吃蔬果、奶类、大豆；适量吃鱼、禽、
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限酒。

迈开腿

运动帮助我们身体消耗能量，
除此之外，运动还可以增加我们身
体本身的基础代谢消耗的能量，身
体每增加 1kg肌肉，机体会增加
110kcal能量消耗。

我们每天出行、上班、做家务、
锻炼身体可以称为身体活动，用健
步走的中速步行 10 分钟，大约
1000步来作为活动量的单位，一般
成年人每天需要进行6～10千步当
量的身体活动。

如果要减肥，仅仅靠6-10千
步当量的身体活动是不够了，需要
增加一些主动性的运动才行。

减肥运动模式：有氧运动+抗
阻训练+柔韧性练习

有氧运动：也称耐力运动，如慢
跑、游泳、自行车等。建议每日2—
3次中等强度，每次30—45分钟。

抗阻训练：也称力量型运动，如利
用哑铃、沙袋、弹力带和健身器械进行
的抗阻力的运动形式。建议隔日1次，
每次10—20分钟，可自行设计动作。

柔韧性练习：比如太极拳、瑜伽
等，随时做，增加关节活动度，放松
肌肉，消除肌肉疲劳，预防肌肉损
伤，提高运动效率。

运动形式多种多样，健身操、瑜
伽、转呼啦圈、各种球类运动、骑自
行车、慢跑、爬山、游泳、走路和办公
室微运动等等都可以，而且减重是
一个不能太急的事情，减肥速度以
每月2-4kg为宜，运动强度和运动
量要循序渐进，根据自身情况逐渐
增加，注意运动安全，选择适合自己
的、有兴趣也很重要。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健康关怀

五月，你瘦了吗？

图为陈亮

走进大王庄街道信和苑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服务精神萦绕其中。自2020年9月
成立以来，实践站积极推进和谐社区创
建，打造“诚信、和谐、文化兴苑”的美丽
家园，通过实践站在社区的不断发展，真
正打通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
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在大王庄街道信和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每周都能听到这些耳熟能详的红色歌
曲，社区在各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先后开
展了多种形式的宣讲活动，通过民法典、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党史教育、市委、
区委全会精神等宣讲活动，形成广大社区

居民知法、知天下的良好学习氛围。社区
党员们在社区党委的带领下，通过对《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国
际歌》《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红色经典歌曲
的赏析及背景讲解，接受了生动的党史教
育。同时，实践站探索“志愿服务超市”活
动模式，结合群众需求“量身定制”时政知
识、生活常识、便民服务、文体健身等课程
服务，把超市“列单”、百姓“点单”、志愿组织
“接单”、群众“评单”相贯通，不断提高服务
项目的精准化、专业化水平。

随着文明实践站影响力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文化志愿服务团队主动联系
社区开展文化活动。社区注重发挥墨缘
书画院、信和棋社实践点的阵地作用开

展丰富多彩的公益文化培训活动。在听
说社区有很多退休的叔叔阿姨和全职妈
妈对古筝和书法等国学课程特别感兴趣
后，实践站的社工们立即“接单”，多方联
系，深挖志愿服务资源，使书法和古筝公
益课程顺利开班。书画、古筝课程赢得
了社区居民的好评与赞扬，大家纷纷表
示：“可以在自己家门口学到年轻时想学
的知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真是太高兴
了。”随着社区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提高，
像红枫艺术团、天朗之声等天津市高水
平文化艺术团队先后落户信和苑社区，
让社区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享受到高水平
的文化艺术演出，极大地增强了社区居
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社区一方面充分发挥民生需求服
务中心平台的作用，用时间银行的方式
兑换服务积分，不断吸纳壮大社区志愿
服务队伍，另一方面党史学习教育“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结
合我区“双进双认·筑梦直沽”主题实践
活动，来自市区级机关下沉干部进社区
认岗位认亲戚，对失独家庭、空巢老人、
困难群众等逐一上门认亲，切实将党和
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志愿服务
日当天，社区开展志愿服务一条街活
动，共计百余人参与了本次活动，现场
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理发、法律咨询、
公益义卖等多个志愿服务项目。社区
还定期为老人开展心理咨询讲座，以案
例的形式讲解了现代老人容易出现的
心理问题及情绪问题，深入浅出的讲解
让老人们认识到了控制自身情绪及关
注自身心理状态的重要性。老师带领
老人们制作了心愿小飞机，将自己的心
愿写了上去，并当场放飞心愿。老人们
在活动中心情得到了放松，唤醒了年轻

时的梦想。老人们说：“社区开展心理
咨询，网格员、党员干部们每天嘘寒问
暖为我们服务，让我们这些空巢老人心
里踏实，心里暖和，我们一定要做新时
代健康活力老人！“”

在信和苑社区文明实践站有一家民
间藏品科普馆，该馆面积300平方米，共
展示近400台具有时代意义的相机，带
领大家跨越时空学习党史和新中国史。
藏馆对外开放以来，每天参观的人络绎
不绝。社区党委书记闫新秀说：“来参观
的有我们社区的居民和孩子，学校也会
组织学生来参观，特别是我们社区摄影
班的老同志特别喜欢这里！”社区群众纷
纷表示：“看到这么多照相机组成的一面
展品墙，大家都激动坏了，都说没见过这
么多珍贵的照相机，这个科普馆办的实
在太好了！”
“下一步，大王庄街道信和苑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将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
织和志愿服务队作用，将新时代文明实
践与党建相融合，通过特色品牌活动，切
实做好文明社区创建工作，打造凝心聚
力的‘百姓之家’，让新时代文明实践之
花在社区处处绽放。”闫新秀说

记者 戚帅 摄影 刘泽瑞

他二十年坚守初心，用点滴平凡铸
就不凡业绩；他舍己为公，无私奉献；他
面对重大任务敢担当，用专业技术护卫
平安。他就是公安河东分局网络安全
保卫支队警务技术四级主管陈亮。他
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铮铮誓言，
展现了天津网警的责任与担当。近年
来，陈亮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并被授予
天津市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天津市劳动
模范等称号。

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召开，
作为重要国际会议主办方，安保任务责
任重大，陈亮被公安部紧急抽调赴杭州
参加网络安全保卫任务。大型活动安

保工作责任重大，从设计预案到现场值
守，再到处置现场突发事件，都需要扎
实的专业素养和敢于担当的勇气。陈
亮到杭州后，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在与
安保团队一起坚守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凭借丰富的经验和过硬的专业知识，
反复组织会议保障单位开展信息安全
检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修复安全漏
洞，有效避免了重要信息系统遭受攻
击，与安保团队确保了“G20”峰会的顺
利召开。陈亮回忆道：“当时一去就得
一个月，孩子还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照
顾家庭和孩子就都落在妻子一人身
上。孩子看到我又收拾箱子要离开，就
哭着不让我走。我当时拍拍孩子的肩

膀说，‘外面有大怪兽爸爸去打怪兽，这
样大家就可以安全出来玩了’，现在想
想挺心疼孩子的。”

2017年，陈亮侦办一起案件需要紧
急去往外地。出发前，陈亮接到医院通
知，告知他罹患基底细胞癌，需要立即进
行手术，医院专家经过会商已安排好手
术时间并制定好了手术方案。他立即询
问医生，手术是否可以往后推延。对面
医生的询问和质疑，陈亮毅然告诉医生
有紧急任务不能耽误，坚持要完成任务
后再动手术。从医院回来，陈亮将检查
报告小心翼翼地藏在衣服口袋里，便踏
上执行任务的道路。“完成任务后，我妻
子收拾衣物时发现了检查报告和手术安
排通知，她特别担心我，也特别心疼我。
我当时跟她说，我是一名人民警察，我必
须对得起我头顶的警徽。”陈亮说。在维
护人民群众利益和个人生死面前，陈亮
毅然选择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舍小家为
大家，他坚定的信念让警徽的光芒照耀
四方，让组织放心，让群众安心。

陈亮在打击网络犯罪中屡建奇功，
先后参与侦破案件180余起，抓获各类
案件犯罪嫌疑人百余人。全运会、党的
十九大安保等重大活动期间，陈亮始终

主动担当、主动靠前，维护网上安宁，为
会议赛事等的顺利举行做出了突出贡
献。同时，为让网络安全意识深入人
心、落到实处，陈亮定期深入辖区各个
联网单位、网吧等场所耐心细致给相关
从业人员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全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
条例》等法律知识，并通过在网吧等场
所张贴宣传海报的方式，大力宣传网络
安全的法律知识。2020年以来，他对
全区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开展检查
672次，巡查网站1573个，督促落实备
案445家，开展重要信息系统安全检测
90个，通过技术检测、漏洞封堵，有效
维护了网上安全和社会稳定。

与其他战线的民警不同，作为一名
网警，陈亮没有轰轰烈烈的行动，他从
每一个存疑的字符入手，并逐一分析、
破译，直到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每一
起案件的侦破都是无数个眼睛酸痛的
昼夜坚守，累了就在办公室支起折叠床
躺一会儿，困了就把茶水泡浓一点儿。
陈亮用每一天的“默默无闻”，守护着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石晓钰 摄影 刘泽瑞
通讯员 王巍

2020 年初，正当人们准备迎
接阖家团聚的春节时，新冠肺炎疫
情突如其来，使原本该熙熙攘攘、
热热闹闹的日子变得冷冷清清、千
家万户宅家过年。这场疫情让我
看到了全国上下一心、共同战“疫”
的感人场面，感受了公务人员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见证了抗疫一线的
分分秒秒。

一场战役的胜利，一定是有人
在坚守，因为这些坚守的“身影”，这
场战役一定会胜利。为了防止新冠
肺炎疫情继续扩散，打赢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2020年1月25日晚，
天津市发布通告，要求除湖北省境
内的我市公务人员提前结束假期，
于 1 月 27 日零时前返回工作岗
位。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岗位就是战场。接到通知后，我也
带着一家老小从河北老家返回天
津，进行隔离后返回工作岗位。隔
离期间，电脑和手机成为了我的“武
器”。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宣传
工作，我和科里同事并肩作战，积极
履行宣传工作职责使命，正确引导
舆论，时刻关注疫情动态，每天不断
收集素材、照片和视频，并及时编辑
发布，确保局微信公众号能在第一
时间更新到位。从撰稿、供图、排
版，一篇一篇地筛选、加工、推送，把
市场监管的各项工作以及疫情防控
知识政策，战胜疫情的信心传递到
群众之中。为使宣传更加生动活
泼，我和同事研究自学了视频剪辑，
制作推出四期市场监管战“疫”系列
小视频，取得了不错的宣传效果，也
为战“疫”一线留下了美好回忆。

战“疫”路上，我们风雪无阻，
一刻不停。疫情来袭，考验无处不
在、自这场没有硝烟的全民战争打
响以来，河东区市场监管局干部积
极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采取有力措
施，加大防控力度，做到关键时刻
豁得出、顶得上、靠得住、战得胜。
2020年2月14日，津城普降大雪，
面对恶劣天气，监管干部依然坚守
工作岗位，履行市场监管职责，积
极做好辖区内各区域疫情防控工
作。在农贸市场，在超市商店，在
餐饮经营单位，在药房，在社区，随
处可见干部们忙碌的身影。在商
超环节防控工作中，我们督促经营
者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等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派发相关宣传资

料；要求超市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要求，及时对场所及设备、
设施进行清洗、消毒，保持环境干
净整洁；在应急药品、消杀药械、防
护物资用品价格监管中，我们对经
营者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违法行
为进行严厉打击，严肃查办；在社
区，我们积极配合社区人员认真做
好出入口防控点的管制工作。由
于疫情影响，辖区内出现了大量餐
饮定金和预付款退款类投诉，同事
们加班加点，以减少人民群众损失
为目标，及时研究解决方案，给予
消费者圆满答复。在这场看不见
硝烟的战“疫”中，市场监管干部舍
小家为大家，进市场、入商店，广宣
传、严监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初
心与使命。每一位党员更是不畏
艰苦、冲锋在前，战斗在一线，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共同为打
赢这场疫情阻击战贡献力量。正
是有了全体干部的努力，才确保了
疫情防控期间商品市场价格和涉
及百姓健康的防疫用品价格稳定，
切实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谁说女子不如男，战“疫”一线，
她们顶起疫情防控“半边天”。
2020年3月8日，一个特殊的国际
妇女节，全体市场监管女干部也坚
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度过了一个难
忘的节日。不管是临近退休的60
后，还是刚参加工作的90后，在这
场疫情阻击战中，她们以巾帼不让
须眉的魄力和勇气，冲在疫情防控
一线，化身为百姓的“健康卫士”。
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在这个
特殊的时期，她们舍小家顾大家，她
们忙碌地穿梭在集贸市场、商场、超
市、药店等重点区域，积极参与市场
监管领域各项排查、检查、宣传以及
社区志愿执勤服务等工作，她们用
责任和担当撑起了基层防疫工作，
在平凡的岗位上顶起了战“疫”的
“半边天”。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在
疫情面前，很多人在家中保护自
己，但是更多的“勇士”必须站出
来。他们没有专业的防护用具，却
始终坚守在基层防控战斗第一线，
用实际行动为我们诠释了市场监
管人应有的使命和担当，不退缩，
不畏惧，面对疫情，豁得出，顶得
上，扛得住，以大无畏的精神坚决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罗
雪莹）日前，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
务所党支部优秀青年党员律师来到区
委党校开展“关爱妇女，走进民法典普
法讲座，”进一步深化广大妇女对民法
典的理解和认识，提高大家的法律意
识，增强法制观念，宣传普及民法典相
关知识。

在讲座活动中，律师王丽婷通过讲述、
视频、互动等多种形式，介绍了民法典
的立法背景，主要围绕民法典的前世今
生、结构体系、对婚姻家庭的新变化等，
充分利用扎实的法律知识功底，对婚姻
关系、遗嘱、居住权与住房财产保护等
方面进行分享，培养大家尊法、懂法和
用法意识。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徐
立）天气逐渐变暖，春夏之交对老年人来
说更是需要注意养生的季节。日前，大
直沽街道神州花园社区联合河东区惠民
养老产业经济研究院举办“科学养生 健
康生活”养生知识，进一步提高居民的健
康意识，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

活动特别邀请到天津电视台《津津

有味》主讲房宏老师，从饮食、运动、情
绪与疾病几方面为大家讲解如何养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老师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讲解保健的必要性，饮食中的注意
要点，以及注意保持稳定的情绪、注重
护心、润肺、补肾、安神养生等，另外还
提示中老年人要重视心、脑血管、糖尿
病等疾病的防治。

大直沽街道神州花园社区举办健康讲座

提高居民健康意识

鲁山道街道丹荔园社区

改造楼厅声控灯 惠民便民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刘谱

丹）日前，鲁山道街道丹荔园社区完成了
13个楼门一楼中庭声光控灯更换工作。

据了解，丹荔园小区建成时间早，
各楼门的一楼楼道门厅在规划时统一
安装的是触摸灯，由于位置不合理，每
到晚上，居民进楼都需要摸黑找感应开
关，这给出行晚归的居民带来很大的不
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丹荔园社区联

系物业，把更换一楼楼道门厅触摸灯改
为声光控灯列入了今年“十大实事”之
一。通过实地勘察、制定实施方案、调
配专业电工等一系列流程，截至目前，
丹荔园小区共计13个楼门一楼中庭声
光控灯已更换完毕。

下一步，社区会继续加强对小区声控
灯改造工作的推进和监督力度，叮嘱物业做
好已改造完毕的楼门声控灯的维护工作。

本报讯（记者 彭娜）日前，二号桥街道
陶然庭苑社区开展“闲置物品交换活动”，
通过对闲置物品的置换、捐赠，达到“资源
再利用、垃圾能减量、家中更宽敞”的目的。

活动当天，两位小朋友很快换到了
自己心仪的宝贝，脸上绽放出开心的笑
容。居民都说，“每个孩子家里都有很
多玩具，通过交换，不仅孩子们得到了
新的宝贝，还避免了资源浪费，很好！”

居民王大姐是最活跃的摊主，不停
地吆喝招揽着附近的居民：“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请大家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
的东西。”活动结束时，她将摊位上剩余
的闲置物品通过居委会捐赠给社区有
需要的人士。她说，“有没有换回什么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这些闲置物品找
到合适的去处，继续发挥作用，物尽其
用多好呀，还能献上一片爱心”。

陶然庭苑社区开展闲置物品交换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