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庄镇金地艺境社区

近日，辛庄镇金地艺境社区与天津
现代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开展了小家电维
修服务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们运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为居民耐心地维修电风
扇、电饭锅、水壶等家用电器。让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便利的服务，受
到了欢迎和好评。 （辛庄镇供稿）

家电维修进社区

葛沽镇慈二社区

近日，葛沽镇慈二社区开展“义诊服
务进社区”活动。活动中，爱尔眼科的工
作人员为现场居民进行测量视力等相关
项目，仔细询问患者的病情，认真为居
民进行相关检查。在现场义诊结束后，
对辖区困难群体、老年人提供上门医疗
卫生志愿服务，让居民不出户就可以享
受免费的医疗与服务。（葛沽镇供稿）

义诊服务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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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视点

让诚信成为靓丽名片
□ 筱 辰

本周是诚信建设宣传周，连日来，
津南区陆续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进一
步强化诚信文化建设，营造“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广大
市民积极投身“诚信津南”的创建工作
中，使诚信真正成为地区的文明底色。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从立木

为信的商鞅，到一诺千金的季布，曾经，
一个个先贤用行动赢得了人们的敬仰，
也在潜移默化中将诚信厚植于国人的
血液，使之成为民族的共同信仰、处事
规则和价值取向。诚信文化穿越千年，

如今依然绽放着璀璨的光芒。作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它
已是每个公民生活的通行证、人品的试
金石。

一段时间以来，正在朝着创建国家
级文明城区的目标迈进的津南，持续从
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推进信用信息归集
共享、开发诚信惠企便民应用、加强诚
信宣传教育等方面出发，常抓不懈、久
久为功，努力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在
此氛围的影响下，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的党员捡到金手镯后连续几天苦寻失

主，最终完璧归赵；学子们精神饱满地
走进诚信考场，用自律的行为交出了
出色的答卷；企业家们纷纷在写有
“重信用 守承诺 迎会展 讲礼仪”的
横幅上郑重签字，地区营商环境在持
续改善……

诚信建设，人人都是受益者，人人
都是参与者。衷心希望全区各界积极
参与到诚信建设活动中来，坚定做“诚
信津南”的建设者、推动者、践行者，积
极营造讲诚实、守信用的社会氛围，践
行诚信经营、文明用餐、文明出行等各
项规范，让诚实守信成为津南的靓丽
名片。

我为群众办实事双林街端午主题活动丰富多彩

“粽”享邻里情 共建美家园

近日，从区卫健委获悉，《2020年津南区居民健
康素养监测报告》出炉。报告显示，2020年津南区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8.59%，较2019年增长1.70%，
已达到《推进健康天津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的至
2020年天津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7%的目标。

2020年健康素养监测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
的方式抽取样本，最终确定葛沽镇、小站镇、北闸口
镇、双新街，共16个（村）社区的640户15至69岁常
住居民参与此次监测工作。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健康信息和服
务，并且利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以维
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是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人群健康水平
的重要措施，也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主
要指标之一。

近年来，我区以健康津南创建为契机，持续开展
居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围绕合理膳食、合理用药、
科学就医、无烟生活和慢性病防治等主题，依托涉农
区健康促进三年攻坚行动、健康中国行、健康生活方
式行动、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健康教育等平台，开展各类健康科普与健康教育活
动，积极推进“健康细胞”建设工程，强化重点人群健
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努力营造全社会关注和促进健
康的良好氛围，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居民的健康素养
水平逐年提高。 （区卫健委供稿）

2020年津南区居民
健康素养监测结果出炉

在津南区，有她为患者施针的身影；在
灵台县，有她扶贫的足迹；在社区，有她健
康宣教的声音。作为一名针灸科医生，李
斯用爱心和毅力攻克工作中的难点，全心
全意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心力，用激情与
赤诚履职尽责，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着希
波克拉底誓言。

李斯在天津市津南区中医医院针灸
科工作已经第八个年头了，主要负责针灸
临床。她发现很多上班的患者不方便在
应诊时间段就诊，为了方便患者她经常早
上7点开诊，当大多数人吃早饭时，她已经
为第一波患者结束针灸治疗了。作为针
灸科负责人，李斯经常外出学习，有时无
法为患者治疗，她总是会放弃休息时间把
患者的治疗补上，她说：“放弃点休息时间
不算什么，患者的健康最重要。看到病人
们缓解了身体上的病痛，作为医生来说，
是最开心的。”

为提高群众的健康意识，普及健康生
活方式，李斯带领科室人员走基层、下社
区，为居民群众免费耳穴贴敷、测量血压、
测血糖等，进行健康知识宣传，讲解人体保
健穴位、预防颈肩腰腿痛小妙招、及安全合
理用药小知识等，指导科学合理膳食，提醒
居民要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多进行体育锻

炼，从而提高了居民的健康意识、防病意
识，真正做到了把健康送到家门口。

李斯多次参加科普惠民生活动，参赛
作品获得了津南区第一届“健康科普知识
大赛”二等奖、两个作品同时入围天津市第
一届中医药健康科普大赛决赛。

接到东西部扶贫任务后，李斯第一
个就报了名，直到消息确认下来，她才告
诉家里人。家里的婆婆由于脑血管病而
半身不遂，平时需要有人照顾，家里还有
四岁的儿子。她说：“没有国家这个大家
庭繁荣昌盛，就没有我们小家庭幸福美
满。正是我家里人吃了偏瘫的亏，我更
要把脑血管病预防做在前面，教给甘肃
当地老百姓预防中风的办法，不让健康
拖住发家致富的后腿，让那里的儿童也
能像我儿子一样幸福。”到了甘肃，她积
极投身到医疗工作。针对皇甫谧中医院
针灸科中风康复现状，进一步推广“醒脑
开窍”针刺法，结合现代康复理念提升卒
中康复建设，积极为脑血管病患者康复
治疗。援甘期间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
开展专题讲座6次。凭借之前健康宣教
的经验，策划了健康知识进校园活动，开
展健康讲座10余次。很多人问她，为什
么要做健康科普，她说：“要为人民群众

全方位全周期的提供健康服务，除了做
好医疗工作，另一方面要医教协同对病
人进行健康教育，做到预防疾病、及时筛

查疾病、发病了要第一时间指导患者该
怎么办、治疗后该怎么康复等等。提高
全民健康意识，引导居民养成健康生活
方式，是决胜脱贫攻坚的重要保障。”她
舍小家为大家，以顽强的意志、饱满的工
作状态，战胜困难，并且与当地群众建立
了深厚的友谊。

疫情防控初期，由于新冠病毒传播途
径传染力不明确，针灸就诊患者的就诊渠
道受到了一定影响，就诊变得困难起来。
这样的情形下，津南中医院针灸科坚持应
诊，这需要一遍遍的梳理疫情防控的流程，
确定万一出现疑似患者的最佳转移路径，
不放松每一个细节，要为进入针灸科诊室
的每一位患者负责。李斯全力以赴为疫情
防控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结束援甘工作
正赶上滨城大筛，她顾不得与儿子家人团
聚，放弃带薪休假再一次冲在了前线，超额
完成筛查工作，在冷雨冬雪中她忙碌的身
影依旧暖心。

点点善举汇聚成温暖人心的力量，一
个好人可以带动一群好人，李斯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自己的誓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虽然这条路上的困难很多，但我会一直
用尽全力为他们带去温暖和光明。”

记者 李莹

最可爱的人 妙手施针 医者仁心
——记天津好人、津南区中医医院医生李斯

新时代文明实践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法服+”模式
“家门口”解民忧

为进一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基层法律
服务水平，探索定点、定时的常态化服务机制，近日，津南
区司法局以双桥河司法所为试点，在前期调研基础上，选
取条件成熟、辐射性强的西官房村法律服务工作站作为首
批重点打造的基层法律服务示范点之一，打造“法服+”解
民忧工作模式，为群众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法律服务工作站整合村居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等法
律服务资源，采取工作人员每月固定日期、固定时间段在
法律服务工作站开展法律服务模式，切实为群众送服务、
解难题。此外，将工作人员姓名、联系方式、服务时间、服
务范围等内容对外公示，线上线下加大宣传力度，扩大该
工作机制在辖区的群众知晓率和社会知晓度，让法律服务
“沉下去”、“走出去”。

该项机制运行的首次活动日，闻讯而来的群众在司法
所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进行法律咨询。村居法律顾问
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就群众提出的征地拆迁、工伤损
害赔偿、婚姻家庭、借贷合同等问题一一进行详细解答并
给出法律意见，为有需求的群众提供了代书服务，对涉及
纠纷的问题，司法所工作人员同步进行了调解工作。群众
纷纷对“家门口”的法律服务交口称赞，并表示要将此项便
民举措告诉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下一步，津南区司法局将继续扎实推进公共法律服务
下基层试点工作，将法律服务与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律
咨询、法治宣传相融合，让法律服务走入基层、深入群众，
为群众提供全业务、“不打烊”的法律服务，并将试点经验
在全区范围推广。 （区司法局供稿）

区民政局

津南区民政局下发《津南区民政局
关于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村规民
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要求各镇指导村委会以务实管用为
要求，重新制定、修订村规民约，切实发
挥村规民约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将倡导文明行为、革除陈规陋俗纳入居
民公约和村规民约重要内容，营造人人
自觉践行文明行为的良好氛围。

（区民政局供稿）

村规民约引领乡村新文明

“先这样将粽叶卷成形，抓把糯米，填
入其中，握住粽叶卷，持线一缠一系，便做
成了。”在双林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正在
当“老师”的姚秀华和邻里姐妹们正在展开
包粽子比赛。实践所中，100多位居民齐
聚一堂，大家自由结组、各显身手，有的拉棉
线、有的裹粽叶，巧手翻飞中，500多个粽子
不到一个小时便饱满成型、跃然而出。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学史知行团志
愿者木比更木·阿布都拉展示着她的学习
成果：“我和同学们是作为志愿者来服务居
民的，在互动中感受到大家的热情，我们还
被邀请来一起包粽子。在我的家乡塔吉克
族并没有端午包粽的习俗，所以今天感到
特别新鲜，十分兴奋，更加感受到邻里相亲
的情谊，如同一家人的感觉。”

在今年的端午节期间，津南区双林街
各社区以“粽叶飘香”“和谐邻里”“品味民
俗”“‘粽’享未来”等为主题举办了形式多
样的特色活动，涉及包粽竞赛、手工文化、
志愿服务、暖心慰问等内容，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营造和谐共建氛围。

在象博豪庭、泓春、成上城等社区，制
作传统香包、龙舟手工、驱蚊香囊的活动吸

引了不少居民积极参加。一边创意构思，
一边翻折叠压，邻里间不时话话家常，收获
着节日的惬意与幸福。“赛龙舟是端午节里
一项传统竞技活动，我们通过拼插作画的

形式，让大家参与进来，动手动脑、体验民
俗，受到了广大居民的欢迎。不到半小时，
就报名满员了。”林城佳苑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刘乃健说。

端午系民生，枝叶总关情。在节日期
间，由街道干部和志愿者组成的慰问团分
赴10个社区，对困难老党员和困难群众开
展“入户送关爱”行动。了解居民所急所盼
的过程中，干部们还分享了社区建设新成
果，居民们不时握着工作人员的手，纷纷表
示要支持新时代文明建设，同心共筑和美
家园。

如今，双林街自启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工作以来，已累计开展文明实践特色
活动100多场次，各社区的560多位志愿
者成为了传播文明的最深触角，建成1个
精品、2个示范垃圾分类小区，申报象博豪
庭社区为国家级防灾减灾示范社区，6个社
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实现社会化运营。

利用引进的南洋工业学校、天津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青团南
开大学委员会等“智库”“外脑”，双林街各
社区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地
共建活动，文明宣讲、卫生清整、党史教育、
文艺互动、送学上门，专业力量分批次、多
层次地源源注入街道社区，浸润着百姓和
美生活。

记者 沈欣

居民们一起制作龙舟手工

李斯在调试医疗设备

“您好，我们又来了。端午节到了，剪了几个葫芦送
您，贴在门上增加点儿节日氛围。”信和园社区居民楼内响
起了志愿者熟悉的声音。近日，双桥河镇信和园社区“爱
心帮帮团”志愿服务队针对社区居民开展了一系列便民服
务，帮助老人解决生活难题。

夏季来临，气温升高，考虑到一些老年居民存在理发
需求，“爱心帮帮团”志愿服务队在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广
场开展义务理发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充分发挥手艺，细心
地为来理发的老人们修剪头发，在志愿者们的精心打理
下，老人们片刻间变得神采奕奕。“我们很开心社区举办这
样的敬老服务，形式非常好，也很实在，希望活动可以一直
开下去。”老人们对社区爱心活动赞不绝口。3个多小时
内，志愿者为20多位老人提供免费理发。
“爱心帮帮团”志愿服务队秉承爱心敬老、爱心扶幼、

爱心济困、爱心服务、爱心共建“五个爱心”理念，重点关注
社区内有困难、有需求的居民，以解决生活困难、服务居民
需求为服务宗旨，进行精准化帮扶。 （双桥河镇供稿）

“爱心帮帮团”
让社区更温暖

6月11日，公安津南分局在小站派出所举行被盗电动
自行车集中发还仪式，向辖区群众集中发还一批被盗电动
自行车。

今年以来，小站镇连续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被盗案。
案发后，公安津南分局高度重视，在市局图侦总队的大力
支持下，小站派出所会同分局图侦部门经过缜密侦查，连
续作战，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破获电动自行车被盗
案15起，缴获电动自行车9辆。

活动期间，民警将被盗的电动自行车发还给失主，并
接受来自失主的锦旗。前来领车的车主都表示在接到民
警通知时，怎么也想不到电动车会失而复得，连连向民警
道谢、为津南公安点赞。随后，民警现场对前来参加活动
的失主和群众代表讲解防范知识，提示广大群众要提高防
范意识，谨防财物丢失。 （公安津南分局供稿）

电动车失而复得
群众锦旗送民警

6月 12日，津南区“迎庆建党百
年 拥抱会展”千人广场舞主会场展示
活动在海河教育园区体育馆前广场拉
开序幕，来自各街镇的“舞”林精英汇
聚一堂，用优美的舞姿共庆“党的生
日 人民的节日”。

据了解，千人广场舞活动5月中旬
正式启动，分为培训、街镇分会场展示
和主会场集中展示三个阶段推进。在
普及活动主题舞蹈基础上，满足了全
区各街镇群众社团对快板、合唱、书画
等其他文化培训的需求。据统计，活
动参与社团110多个，参与人数2000
余人。至此，近一个月的千人广场舞
系列活动圆满结束。 记者 王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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