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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政府残工委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落
实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相
关要求，将全国助残日活动拓展为“助
残月”活动，各残工委成员单位发挥各
自职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扶残助残活动。

■举办“铭记光辉历史 传承红
色基因 凝聚奋进力量”河东区残联
党史宣讲进基层活动

河东区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相友
明深入河东区中山门街道龙潭路社区
作“学党史 增信念 听党话 跟党走”专
题宣讲，围绕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大意义、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深刻
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四个方面进行重点阐述，并结合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打赢脱贫攻坚战等
事例，详细解读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残疾人群
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

■举办河东区残疾人就业专场
招聘会

5 月 19日上午，区残联联合区妇
联、团区委、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司法局
在河东区图书馆嘉华分馆共同举办了
“就业帮扶·同心圆梦”2021年河东区
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共有75
家用人单位到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
90余个，200余名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属
到场咨询和应聘，切实为残疾人实现稳
定就业搭建了良好平台。在招聘会现
场，区妇联、区法律援助中心、区残联发
挥协同作用，结合各自职能，为到场的
用人单位和残疾人免费提供女职工维
权、法律政策咨询和促进残疾人就业政
策宣讲，解答有关劳动就业和残疾人维
权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为持续推进河
东区残疾人辅助就业工作，区残联组织
了多名参加辅助性就业培训的残疾人
现场展示津沽陶瓷扒花技艺。此外，由
残疾人日间照料站学员制作的串珠手

工艺品公益售卖也吸引了许多爱心人
士购买。

■开展“学史力行 民法相伴”
普法宣传活动

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民法
典结合起来，联合区法律援助中心开展
河东法律助残援助月活动，为残疾人提
供法律政策咨询服务。深入结对共建
社区开展“学史力行、民法典相伴”法治
宣讲，区民法典宣讲团成员张军律师围
绕民法典中关于残疾人群体的内容进
行详细讲解，普及法律法规知识，共惠
及70余人，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残疾人

群众法治观念。

■开展“庆祝建党百年 弘扬志
愿精神”河东区残联系统助残志愿
服务关爱行动

组织区残联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和
各街道助残志愿者，以解决残疾人实际
需求为导向提供涉及医疗、谈心、救助
帮扶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并针对每
个残疾人家庭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对
其进行帮扶，不断提高残疾人群体的生
活水平及质量。团区委积极组织各青
年志愿团体为残疾人提供志愿助残服
务，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开展丰富多彩的协会活动
智力残疾人亲友会举办了庆祝建党

100周年“唱红歌”文艺展演活动，通过歌
曲、舞蹈、朗诵等节目，抒发了残疾人朋
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炙热情怀。
区盲人协会召开盲人按摩技术交流会，
来自6家盲人按摩机构的代表介绍经营
管理模式，交流学习按摩手法，有效提升
了盲人按摩机构管理、技术和服务水
平。区肢残人协会、区聋人协会和区精
神残疾人亲友先后走进国家海洋博物
馆、北塘古镇、科技馆进行参观学习，丰
富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举办“庆祝建党百年‘助残
日’唱红歌”文艺展演活动

组织向阳楼街道残联残疾人日间
照料站学员、老师和残疾人家属用唱红
歌的形式庆祝建党百年，歌颂中国共产
党的丰功伟绩，鼓舞人心、凝聚力量，充
分展现了残疾人群众热爱党、热爱祖国
的炙热情怀。

■开展助残日慰问
区残联与区政协、区妇联和各街道

先后对26户有特殊困难的残疾人家庭
进行慰问扶助，勉励残疾人自强自立，
并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开展“六一”儿童节慰问残疾
儿童活动

向全区255名16周岁以下持证残疾儿
童发放慰问金，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的祝福。

■组织残疾人免费体检
组织全区13个街道539名残疾人进

行免费体检，保障河东区残疾人身体健
康，切实提高残疾人朋友保健预防意识，
促使他们对疾病早发现、早治疗、早控制。

■持续营造扶残助残良好氛围
河东区政府各残工委成员单位围

绕第三十一次全国助残日主题，积极开
展宣传，区属报台大力宣传河东区人民
政府改善残疾人民生采取的有力措施，
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用心学党史 真心办实事
——河东区开展丰富多彩的助残日系列活动

河东区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

慰问特殊困难残疾人家庭

组织残疾人免费体检 举办残疾人法律援助活动

河东区残联党史宣讲进基层

凡人善举 ●榜样的力量

公安河东分局大直沽派出所民警桑自强

把那份踏实垫在社区群众心底

桑自强正在发放宣传单

一身藏蓝相伴，一直风雨无阻。从
警的那天起，他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
急，把那份踏实垫在了社区群众心里。
“走万里路、进千家门、解百家难。”这句
话是公安河东分局大直沽派出所民警
桑自强给自己定下的目标，自2017年
担任大直沽街道文华里社区民警以来，
他始终把自己同社区融在一起，用群众
满意打造最紧密的警民关系，用服务管
理成效打造最温暖、最安全社区，用无
微不至的关怀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成为
了群众的贴心人。

用心守护莘莘学子
华里社区属于老式小区，不仅人口

密集，还建有街坊小学和田庄中学两所

学校。为确保学校及周边安全，不论酷
暑还是寒冬，每天他会在这两个学校门
前值守近3个小时。

一次日常工作中，桑自强注意到街坊
小学教导主任与附近面馆老板在校门口
交涉，他立即上前询问情况，得知街坊小
学对外出租的门脸房需要收回，面馆老板
一家老小的生活全靠面馆生意维持着，无
法接受收回面馆的事情。桑自强听后，先
稳定了双方情绪，耐心为面馆老板分析利
弊，劝导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解决，并表
示会与他共同解决难题。咨询联系相关
部门、跑中介谈租金……几个周末的奔波
协商，事情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在桑自
强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份职责，更多的是一
份信念。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在践行为民

服务宗旨、践行从警初心。

用情为民解忧助困
2020年底，租户朱大爷抱着试试

看地心态拨通了桑自强的电话，向他求
助。朱大爷突发脑梗，没有经济来源，
也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眼下，喝水吃
饭都成了难题。了解情况后，桑自强和
妻子轮流当起了“保姆”，每天早、中、晚
准时到朱大爷家中做饭、喂饭，大爷状
态不好，就带着被褥整夜守在身边。为
了让大爷得到更专业的康复护理，他与
户籍地居委会联系，说明情况、提供帮
助，并带着诊断证明，走访了10多家养
老院。经过他多方努力，朱大爷被顺利
转至养老院生活。

从那一天起，他成了养老院里的常
客，大家都羡慕朱大爷有个“好儿子”。
他还是群众眼中的“超人”，刺骨冬夜，
高烧不退的他把自己的棉衣裹在了走
失老人身上，打寒战、发抖，他坚持着，
连夜把老人安全地送回了外地老家。
他是社区老人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孝
子”，每个休息日，他都要到社区里生活
困难的老人们家中走一走、看一看。陪

患有脑梗的孟奶奶一起看电视，给没有
经济来源的宋爷爷送些水果，为瘫痪在
床的杨大爷包顿饺子……一件件看似
不起眼的小事，让他一步步走进了社区
群众的心里，成了他们的亲人。

用力护佑辖区安宁
“他是为我办实事的好人。”这是社

区居民孙大娘对桑自强的评价。孙大娘
一家生活困难，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相依
为命的儿子还患有疾病。申领低保时，
户口出了问题，让孙大娘一时间犯了
难。了解情况后，桑自强第一时间拨通
了大娘的电话，及时上门了解情况。

之后的几天，桑自强带着大娘一家
的户籍资料，前前后后辗转了多个区，
联系协调多个部门，不仅解决了户口问
题，还帮大娘办好低保手续。除此之
前，社区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桑自强
也会耐心劝解，帮助解觉纠纷问题。

从警多年，桑自强身上积淀了多年
来尽心竭力服务社区群众成果。走在街
头巷尾，他用脚步勾勒出社区平安；服务
辖区群众，他用真心换来了警民情深。

记者 潘莹 通讯员 王巍

本报讯 2021年6月5日是第50个
世界环境日。日前，河东区开展系列活
动，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
培育学生绿色环保意识。

区生态环境局、区教育局在天津
市第七中学联合举办了 2021 年河东
区“纪念6·5世界环境日生态文明大
讲堂”主题活动。荣获2021年天津市
“小小生态环境局长”荣誉称号的河东
区实验小学吴澎辉同学进行了演讲，
他从当前和未来多个时间维度来畅谈
了自己的环保主张，阐述自己的“施政

纲领”和环保措施。随后，河东区生物
课题组窦迪等教师展示了有关生物多
样性方面的课程和课题研究成果，老
师们从生物学科专业的角度，进行了
主题为“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的现场授
课，老师们还在活动现场展示了有关
动物多样性的课题研究成果，精彩的
授课内容和充实的研究成果令在场的
学生们赞叹不已。

富民路街道在棉3创意产业园区开
展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环境日
宣传活动，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丽家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为群众讲解了相关环保知识，耐心解答
群众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提问，真正为
群众排忧解难办实事，营造了浓厚的宣
传氛围。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开展“保护生态
环境，珍爱生命之水”主题活动。现场学
生们通过主题绘画，制作书签，并分享保
护生态环境举措，节约用水技巧等，增强
学生们保护环境，节约用水、爱水、护水
的意识，呵护美丽家园。

河东区举办世界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本报讯 河东区举办儿童节庆祝活
动，童心向党、迎接百年、欢度“六一”。

河东交警支队六纬路大队组织开展
“小手拉大手 快乐过六一”主题交通安全
宣传活动，邀请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和六纬
路大队民警辅警家中的适龄儿童走进警
营参加互动活动。在活动中，六纬路大队
安监民警张凤楠采取PPT宣讲的方式，开
展“校园交通安全教育”课堂，结合识别交
通标志标识，播放“知危险、会避险”交通
安全视频片，让小朋友近距离感知汽车盲
区盲点带来的危险，了解“知危险、会避
险”的安全知识，正确识别交通信号灯、交
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指挥手势的
作用，养成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的良好习
惯。此外，安监民警还现场讲解了民警单
警装备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大直沽街道蝶桥公寓社区开展传承传
统文化趣味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少年儿童
及家长，传承天津传统文化“糖画”，以DIY
的形式让小朋友自己动手制作喜爱的“糖
画”作品。小朋友们现场绘制“建党百年”
字样的糖画，欢度“六一”的同时共迎建党
百年。汇贤里社区联合哈尔滨银行开展主
题为“童心向党 梦想起航”传承红色精神，
争做时代新人漂流瓶制作活动。大家一起
重温红色经典，认真聆听了哈尔滨银行工
作人员宣讲的《一封鸡毛信的故事》。随
后，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动手制
作红色漂流瓶。靓锦名居社区和太阳月亮
幼儿园共同开展“童心向党，幸福成长”主
题亲子活动。家长和孩子们进行了国防教
育接力赛、投手雷比赛，最后还有《童心向
党》主题绘画，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的健康、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鲁山道街道橙翠园社区联合爱乐宝
贝幼儿园、隽丰物业公司橙翠园项目，开
展了一场“童心向党迎百年、红色基因代
代传”主题儿童节活动。让幼儿从小接
受革命教育，学习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敢
于拼搏的革命精神。活动在爱乐宝贝幼
儿园小朋友们的《国学武术》表演中开
始，孩子们动作整齐划一，展现着祖国未
来朝气蓬勃的活力。接下来是《革命新
时代》《中国牛》《中国么么哒》以及幼儿
教师的诗朗诵《我爱您，我的祖国》等共
计14个精彩节目，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中播下了一颗颗爱国爱党的种子。期
间，社区合唱团的爷爷奶奶们，还给孩子
们演唱了《我和我的祖国》《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歌曲，欢声笑语在现场此
起彼伏，大家载歌载舞，用澎湃的旋律、

激情的舞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大王庄街道信和苑社区携手邮储银

行河东区支行来到了河东区特殊教育中
心看望慰问残障儿童，送上节日的温暖
和祝福。社区及下去银行工作人员为孩
子们送去了书包、笔记本、画图薄、铅笔、
跳棋、水彩笔等文具。社区、邮储银行及
“唤醒希望之星”项目组工作人员们和孩
子们一起做起了手工DIY。通过这次活
动，社区发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作
用，联系了辖区企业，架起了爱的桥梁。
在今后的工作中社区还会关注特殊学校
儿童，呼吁更多热心人士关爱他们的成
长，让他们尽快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将
爱心散播，将温暖传递。

富民路街道天琴里社区组织开展了
“玉兔号”探测车科技小制作活动，增强青
少年动手实践能力，普及科学知识。活动
中，社区工作者给青少年们讲解了“玉兔
号”探测车的名称由来、结构功能、系统组
成等相关知识和我国在太空科技方面取
得的成就，让青少年感受到国家科技的进
步。社区工作者还向大家讲解太阳能发
电功能原理，分步解析“玉兔号”探测车的
制作步骤，青少年们迫不及待动手制作
“月球车”模型，运用灵巧的双手，使用胶
水、皮筋、电线等，将电机、电池盒、太阳能
板相互连接完成“月球车”组装。

滨河庭苑社区开展“六一”儿童节机
器人进社区科普活动，带领孩子们走进
机器人的世界。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的志愿者给青少年们介绍了机器人
结构、种类等方面知识，详细地讲解了机
器人的组装方法和简单的编程操作。志
愿者们向青少年展示机器人的多种功
能，通过与机器人互动的方式，让青少年
与机器人有了一次亲密接触。

春华街道东盈园社区举办“童心向
党 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活动。社区准
备“百米”画卷，画卷上印刷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并勾勒出天安门、国旗、长
城等祖国大好河山，印画最美“逆行者”
“时代楷模”等先进典型人物，请少先队
员、小朋友们用手中的画笔祝福祖国。

一场老少对决的兵乓球友谊赛精彩
上演。参加比赛的两支俱乐部分别是金
盾乒乓球俱乐部和东翔俱乐部，金盾俱
乐部的成员都是年过半百的乒乓球爱好
者，他们都是武警指挥学院的退休干部；
而东翔俱乐部的参赛选手都是来自河东
区的青少年，平均年龄10岁。这样一场
老少对决，亮点多多，颇为精彩。

河东区开展欢度“六一”主题系列活动

童心向党 迎接百年

爱心义卖帮扶残疾人 盲人按摩店经验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