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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大家谈健 康 生 活

□
国
画

□ 习作园地

送走父亲的那天晚上，我在梦里又
见到了他。像生前一样，他身着干净整
洁的深蓝色夹克、黑色筒裤、一双永远
锃亮的黑色皮鞋，我们为他安置的墓地
清扫落叶。那画面一如他的过往生活
和习惯的劳作。我远远地望着他的背
影，没有悲伤他一个人的孤独。醒来，
牵记的潮水不觉又扑面涌来。我一遍
遍地追忆梦境，想着是什么样的思念使
我在那样的场景与他相见?是父亲原本
朴素的一生如烙印般刻进了我的心底。

我的父亲于1965年1月应征入伍，
转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刚刚二十
岁。1967年8月至1968年3月，他随中
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赴越南参加了抗美
援越斗争。父亲所在工程部队的任务
是开凿山洞、修筑公路。执行任务中，
由于长时间吸入碎石粉尘，父亲落下咳
喘的病，自复员后一直困扰他长达几十
年，直至他患肺癌后七十三岁离世。记
忆中，父亲战胜疾病的信念是他对生命
的热爱。病榻中，父亲总是向我谈起他
的军旅生活。战士们躲在阴暗潮湿的
山洞里，手持开凿工具屏住呼吸，待山
洞外一阵枪林弹雨后又继续执行任
务。经历战争与生命的幸运是父亲的
感慨，亦是我一生的感激，我感激父亲
用无悔的青春守护和平，作为女儿，我
无力代替他的病痛，他却用坚强让我感
受生命的自豪。

1969年3月父亲退役，他又重新回
到家乡天津东郊区杨家泊村，经受了风
雨的洗礼，远离家乡的锤炼，父亲用军
人的本色将满腔的热情奉献给他所深
爱的土地。他曾担任村民兵指导员、生
产队长，带领乡亲耕田致富。儿时印象
最深的就是，天刚蒙蒙亮我被父亲的咳
嗽声叫醒，知道他已出家门到田间劳
动，晚上，远远地只要听到院子里咳嗽
声我们就知道父亲回来了。有时，父亲
刚进家，饭还没吃，又有人来找他说
事。有一次，不知是谁在我家门口堆放
了一个白色袋子，我们喊来母亲打开后
发现里面竟是一条足有十几斤重的大
鱼。在饥肠辘辘的年代，我们嚷着要母
亲给我们做鱼吃，母亲耐心地哄住了我
们。晚上，母亲将“大鱼”的事告诉了父
亲，没等母亲说完，父亲扛着袋子早已
出了家门。回来后他笑着说：“不送东
西，事儿我管，我把东西送回去，他家的
事我照样管。”父亲热心乡邻但坚持原
则，他的工作作风一直被熟悉父亲的乡
亲称道。

父亲维护乡亲集体利益在村里也
是有名的。一次，母亲见村队集体种植
的玉米都收完了，想着我们四个孩子极
少有零食吃，就砍了几棵新鲜的玉米杆
准备带回家给我们当甘蔗吃。被正在
组织劳动的父亲看到，不容分说，父亲
把甘蔗连同母亲劳动骑来的自行车一

起扔到了地边沟里。村里的几个大婶
为母亲鸣不平，说：“玉米都收完了，砍
几棵杆给孩子当甘蔗怎么都不行呢？”
父亲毫不留情地说：“这些杆晒干后是
咱们全村家家户户过冬的柴火，我不能
让她带这种头儿。”事情过去多年后，每
次提起这件事，母亲的眼圈都是红红
的。她说，虽然父亲当了些年的村干
部，但她从未受过一点照顾，母亲理解
父亲，她说，父亲是党员，她不能给党员
抹黑。

我们也曾被父亲“教训”过。那时，
二姐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放学后，她带
我一起把家里养的十来只鸭子赶到小
河沟里吃水草，看到小鸭们吃得欢，我
俩玩起了游戏。待我俩再想起小鸭们，
这群淘气的家伙已经跑到生产队的稻
田里了，秧苗被糟蹋了一大片。晚上父
亲回来后，把二姐狠狠地打了一顿。当
晚，父亲到我家自留地里起了新秧苗把
破坏的稻田补种好。记得那天，父亲很
晚回来没有吃晚饭，他煮了蒲公英的
水，让我和母亲用浸湿蒲公英水的温毛
巾敷在二姐后背上消肿，我和二姐都哭
了，他还是我们的好父亲，在他严厉的
教育中饱含着对我们深深的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与人合伙
搞过运输，也曾在村工厂做过工。和父
亲一起复员的战友有的转正当了干部，
有的当了工人，都有了正式的工作和生

活保障，村里也曾有学技工、钳工、户口
农转非的机会，凡是对别人有利的机会
他都让给了别人，勤勤恳恳当好农民是
父亲一生朴素的追求。

时过境迁，国家有偿征收了全村的
土地，乡亲们都搬到了楼房居住。搬迁
楼房后，父亲常常一有时间就回“村里”
看看，在林立的工厂周边转一转，没有
用摄像机记录下村庄原来的样子成为
父亲永远的遗憾，这份遗憾是父亲对土
地的依恋，是他朴实的乡愁。

曾经父亲是我们全家人生活的依
靠，我们长大成人后，父亲是全家人精
神上的依靠。然而在经受肺病困扰多
年后，父亲的病情恶化，在他生命最后
的四年里，他依然保持军人的生活作
风。他穿得衣服永远干净整洁，鞋子永
远擦得锃亮，坚持每天到广场行走，锻
炼身体。父母房间的被子叠得方方正
正，生活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直到他
走的那天晚上，盖在他身上的被子依然
平平整整，在他生命的定格里留给我们
的永远是他对生命的尊重。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将他在部
队期间连续三次被评为五好战士的证
书、越南政府授予他的勋章以及复员后
他在农业战线上做出突出成绩的奖状
永远地珍藏，沉甸甸的荣誉让我怀念共
产党员父亲对祖国的深情。他既是模
范军人和国际主义英雄，又是建设乡村
的突出贡献者。

我佩戴党徽站在父亲墓前，彷佛看
到他在党旗下庄严的宣誓。我想对他
说，亲爱的父亲，您的优秀品格是留给
我宝贵的精神财富，您的境界是我一生
要攀登的高峰。

童心向党 快乐成长
梁毓玲

红领巾，飘胸前，
党旗国旗飘心间。
党的阳光照耀我，
快乐成长永向前。
爱党爱国牢牢记，
我是新时代好少年。

共产党像太阳
黑俊岩

共产党，像太阳，
照到哪里哪里亮。
杀敌人，打胜仗，
建设祖国凯歌扬。
跟党走，向前进，
改革开放更辉煌。

长征精神记心中
刘珺

长征两万五千里，
英雄红军创奇迹。
千难万险挡不住，
前赴后继得胜利。
长征精神记心中，
我们是新长征好儿女！

五星红旗爱旅行
魏晓雯

五星红旗爱旅行，
走遍世界力无穷。
奥林匹克赛场上，
五星红旗冉冉升。
跟着神州飞船走，
五星红旗飘太空。
伴着玉兔月球车，
月亮背面留个影。
跟着祝融火星车，
探索火星笑盈盈。
五星红旗爱旅行，
飘到每个人心中。

画党旗
刘姝含

手拿小画笔，
我来画党旗。
镰刀锤头全画好，
党旗飘在我心里。
立志从小跟党走，
勇敢奋斗志不移。

党旗照我新长征
李妙言

镰刀锤头党旗红，
一百年来耀眼明。
杀敌寇，搞建设，
党旗下走来众英雄。
我向党旗敬个礼，
党旗照我新长征。

我愿
魏子怡

我愿是一棵小草，
在祖国的大地上茁壮生长。
我愿是一朵小花，
为祖国的美丽灿烂开放。
我愿是一只白鸽，
为祖国衔来吉祥。
我愿是一面五星红旗，
在祖国的蓝天上高高飘扬！

五星闪闪
刘学浩

国旗飘，五星亮，

五星闪闪照四方。
照大海，变模样，
港珠澳大桥挺胸膛。
照太空，嫦娥飞，
月亮背面逛一逛。
照神州，新气象，
十四亿人奔小康。
照未来，添力量，
伟大中国更富强！

十四亿人笑声甜
李紫含

改革开放几十年，
中国大步走向前。
全面小康快来到，
十四亿人笑声甜。
为了明天更美好，
撸起袖子加油干。

学张嘎
王子轩

有个小兵叫张嘎，
跟着八路军胆量大。
打鬼子，除汉奸，
勇敢机智有办法。
学习张嘎爱祖国，
千万张嘎在长大。
我们从小跟党走，
献出一生好年华！

党徽
王建洋

党徽、党徽，真美丽，
奶奶把它装心里。
装心里，很神奇，
乐于助人出大力。
出大力，帮山区，
奶奶捐款更积极。
山区学校变了样，
山区的孩子真欢喜！

小喜鹊
张浩文

小喜鹊，喳喳叫，
党的百岁生日到。
鲜花蛋糕我不送，
我的礼物是珍宝。
啥珍宝？啥珍宝？
用心想想就知道：
德智体美劳全发展，
样样优秀送喜报 ！

奋斗百年谁知道
徐豪苒 甘雨晨 丁泓博

奋斗百年草鞋知道，
红军穿草鞋大步走，
长征万里不歇脚。

奋斗百年小米步枪知道，
解放军小米加步枪，
捷报传遍天涯海角。

奋斗百年五星红旗知道，
新中国建设好，
五湖四海齐欢笑！

奋斗百年口罩知道，
十四亿人戴口罩，
新冠病毒快逃跑。

奋斗百年疫苗知道，
中国疫苗支援全球，
受援助朋友都说好。

（作者系东丽区实验小学学
生、实验小学蒲公英诗社成员 指
导老师郜彬儒）

我的父亲
姜金艳

六月抒诗情
童心颂党恩

良好的政务服务环境是企业发
展的沃土，区政务服务办坚持以深
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建
设为主线，以狠抓创新提速、工作提
质、效率提升为动力，营造快捷高效
的政务服务环境，全力打造营商环
境最优区。

一、增强服务能力和招法的培
育，全面激发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一
是开展营商环境创先争优学习大家
谈。深入学习领会中央和天津市关
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系列精神，主动谋划，对标对表，学先
进、拿措施、补短板、出成效、结硕果，
打造创先争优的浓厚氛围。二是开
展政务服务领域业务技能大培训。

通过专题培训、解读政策、分析案例、
先进经验分享等方式，以项目代培
训、以沟通保服务、以案例促推广等
方法，强化窗口审批人员和项目帮办
队伍培训，做到“一口清”、“一次清”，
人人成为行家里手。三是开展对项
目、企业广泛走访大调研。围绕
2021年我区重点项目和民心工程，
及时对项目进行分类梳理，提前介
入，走进街道园区开展沟通调研，深
入项目单位提供靠前服务，准确掌握
企业项目现状需求，为项目前期手续
办理给予指导帮助，确保项目早落
地、早开工、早投产。

二、深化“一制三化”3.0版改革
措施，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能力。一

是持续增强推进改革创新的能力。
持续用好“一制三化”各项改革举
措，梳理公布本区2021版政务服务
事项清单和“承诺制”事项、“四免”
事项、“免申即享”事项等一整套系
统性清单。发挥“一网通办”作用，
依托“东丽E家”平台，开设东丽政
务服务“旗舰店”，设立社区层级的
综合受理代办点，实现政务服务事
项网上办、一次办达到 98%以上。
二是扎实推进工程建设审批制度改
革。制定出台《优化工业及仓储类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实施方案》，
对以出让方式取得工业、仓储用地
的社会投资产业类项目，真正实现

“服务再优化”。强化重大项目监督

平台运行监管，逾期亮“红灯”警示，
督办跟进，实现重大项目手续办理
硬提速。三是开展服务窗口作风提
升专项行动。加大对各级各类政务
服务窗口明察暗访，发现问题及时
通报、落实整改。切实用好政务服
务“好差评”工作机制，及时关注企
业群众所提出的诉求，对处理不及
时，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坚决不放
过，通过处理一点，警示一片，增强
解决问题的能力，全力打造出体现

“东丽温度”的服务窗口。
三、聚焦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堵

点痛点，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建设。
一是全力打好优化营商环境创先
战。围绕我市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
动计划，对标先进地区做法，总结我
区实践经验，以市场主体期待和诉
求为导向，明确了6个方面、28项工
作任务，通过补短板为长板，变弱项
为强项，着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
工作中的不足，勇立潮头，奋楫争
先，打造贴近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

务链条。二是推动“亲商承诺”各项
举措落实落细。持续对各单位的

“亲商承诺”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总
结经验，查找不足，完善机制，将“亲
商承诺”贯穿于优化营商环境创先战
工作始终。继续开展好“向企业家汇
报”“向企业家学习，有事您说话”等
活动，广纳贤言、共谋良策，推动我区
营商环境再上新水平。三是树立担
当意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本着尊
重历史、立足现实的态度，新官理旧
账、认旧账，不折不扣兑现承诺，认真
梳理涉企历史遗留问题，建立台账，
发现问题不走马观花、不浅尝辄止，
解决问题不蜻蜓点水、不避重就轻，
用为民之心、拓创新思维，循法治道
路，辟历史梗阻，全力将所有历史遗
留问题处理好、解决好，决不把历史
遗留问题再留给历史。

区政务服务办优化营商环境

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区

□ 服务

在喜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
日子里，我这个有41年党龄的老党员心
潮澎湃，思绪万千。如今我虽已年逾七
旬，但入党初期接受组织考验的一幕仍
记忆犹新；在此作一简要回忆，与党员
同志共勉。

我1962年参加工作，在一国企建筑
工程公司从小工干起，经组织培养和自
己的不懈努力，于1980年入党并被提
干。因父亲有国外关系，所以我申请入
党多年来颇费周折；但我热爱中国共产
党、热爱新中国的感情一直很炽烈，积
极靠拢党组织的要求从来不放弃，加入

党组织的决心坚定不移。经受近20年
的长期考验，我终于站在了党旗下。宣
誓的那一刻我热泪盈眶，暗下决心，今
后一定牢记共产党员的宗旨，加倍珍惜
这一荣誉。

入党后不久，我这个38岁大龄男青
年的婚姻问题也有了着落，和女友领取
了结婚证书；我的工作单位还分配给我
们一间婚房。双喜临门，全家真是喜出
望外，母亲更是乐得合不拢嘴。我和未
婚妻在家中是长子长女。我父亲早逝，
母亲没有工作，兄弟姐妹6人，全家挤住
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伙单中，我能有房

结婚，母亲怎能不高兴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对象的工作单

位考虑到我家住房的实际困难，而且她
家中的住房也很紧张，就又分给她一间
婚房。听到这个喜讯母亲对我说：“你
的弟弟也老大不小喽，就把你单位分配
的那间房留给他吧。”听了母亲的话当
时我没言语，过后不由得陷入沉思。

弟弟那时已年近30岁，先前因父
母多病，为担起照顾二老重任，他退学
侍奉双亲一直没工作，尽孝道在这个
家他是有功之臣啊！母亲为我兄弟着
想也是有道理的呀！母亲还说：“你在
建筑业辛辛苦苦干了20年，挣一间房
子也不为过呀！也算你没白干建筑
啊！”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
着。母亲那一番满怀深情的话语在耳
畔再次响起；弟弟那充满期盼的眼神
在我脑海中时时闪现。可是我转念

想，不行！这间房不能给自家人！我
不由得又回忆起自己在党旗下宣誓和
经受党组织考验的决心。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要以群众的利益为重，当时还
有不少青年职工等房结婚盼红了眼，
我怎能多吃多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必须要对组织无限忠诚，我如果隐瞒
了未婚妻单位分房的真相，那还是党
员吗？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我决心
把单位分给我的那间婚房退回去，让
给其他等房结婚的同事；我的未婚妻
也是党员，她也支持我退房。

当我把房间钥匙郑重交给单位房
管部门并向组织说明情况后，如释重
负。事后母亲和弟弟埋怨我，说我太

“实”；有的亲友以不解的口气说我
“傻”。可是我至今对当年退房不后悔，
因为在公与私十字路口的抉择中，我经
受住了考验。

入党当年的考验
吴凤桐

近日，一些地方的局部散发疫情激发了当地
民众接种疫苗的积极性。

据国家卫健委6月9日通报，全国新冠疫苗接
种已超8亿剂次，从7亿到8亿仅用6天。在这样
的情况下，我国疫苗的可持续生产是否有保障？
现有疫苗对各种变异毒株是否有效？第一批接种
灭活疫苗的人群，是否还需要开始新一轮接种？

我国疫苗可持续生产是否有保障？
答：为尽早地建立起全国性免疫屏障，我国

已有7款新冠疫苗获批附条件上市或紧急使用，
这些疫苗企业的疫苗产能建设是与疫苗研发生
产同步进行的。同时还有更多的新冠疫苗已经
获批进入临床，估计到年底我国会成为新冠疫苗
品种最全和产能最大的国家。我国新冠疫苗的
产能完全能够保障国内需求，同时还将为国际社
会提供更多的新冠疫苗。

疫苗对变异病毒是否有效？
答：截至目前的观察，变异毒株是病毒基因

水平的微小变异，尚未发生质的变化，病毒的流
行特征、病毒致病的严重程度等没有发生根本性
的改变。同时，根据持续的研究观察，目前为止，
现有疫苗仍能有效应对已发现的变异毒株。

第一批接种人群，需要新一轮接种吗？
答：根据持续观察，疫苗产生保护能力的持

续时间已经超过一年，相应的观察还在持续进行
中。与此同时，考虑到应对新冠疫情可能会持续
较长时间的情况，为了防止抗体水平下降导致免
疫力减弱，也为了防止病毒发生很大变异而导致
疫苗的针对性下降，多个企业已经开始了加强针
的研究观察，同时产能设计也已经有所安排，以
备不时之需。

我国何时实现群体免疫？
答：随着我国疫苗产能不断提升，公众接种

积极性不断提高，公共卫生体系接种服务能力不
断增强。预计到今年年底前完成至少70%的目
标人群接种。

近日发生的本土病例提示，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共筑“免疫长城”，需要你我助力。因此，我们
大家要应接尽接，不要犹豫；另一方面，也不要以
为接种了疫苗就万事大吉，应该树立与疫情长期
斗争的思想准备。

有关新冠疫苗
最新热点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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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100周年征稿选登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