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接种保安全银发一族有话说

图说 河东

付慧珍（74岁）：“国家免费接种疫苗，咱中国老百姓是有多幸福。再说了，
我们接种好，子女也放心。”

自启动60岁以上人群免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工作以来，越来越多的银
发一族加入了接种疫苗的队伍，身体力行，为共筑免疫屏障添砖加瓦。接种
完的他们，纷纷有话说……

贾锦文（73岁）、李学敏（72岁）夫妇：“打疫苗是好事，人人都应该积极参
与，只有建立群体免疫，才能早日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韩春枝（78岁）：“接种疫苗是好事，老年人是易感人群，更应该接种！再
加上我是老党员，更应该积极响应号召，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杨永庆（90岁）：“抗击疫情，人人有责，作为老兵，我更应该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应接尽接。” 彭娜 刘泽瑞潘莹摄影报道

谈煦（80岁）：“接种疫苗，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也是为防疫做出我们自己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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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治河东！

法治河东今日头条 法治河东微信公众号天津河东司法

区司法局参加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

尚俭崇信守护阳光下的盘中餐
近日，河东区司法局参加区

食安办举行的以“尚俭崇信，守护
阳光下的盘中餐”为主题的食品
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区政府有
关领导出席仪式，各成员单位和
各街道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参加此
次活动。

为进一步践行为民服务宗
旨，全面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走深走实。河东区司法
局以本次宣传周为契机，广泛宣
传食品安全法规政策，倡导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提
高群众对食品安全法治、安全生
产的认知了解，增强群众依法维
权的法治理念，积极营造良好的
食品安全法治氛围。

活动现场，河东区司法局工

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材料、摆放
宣传展板等形式向群众重点介
绍了食品安全法，同时结合民法
典相关知识解读，引导群众在食
品卫生安全受到侵害时依法维
护自身权益。现场摆放宣传展
板2块，设立咨询台1个，共发放
宣传材料300余份，普法宣传袋
50个。

下一步，河东区司法局将继
续丰富活动形式，围绕人民群众
新期待和新需要，树牢为人民群
众服务理念，通过“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增进与人民群众之
间的血肉联系，立足“一个协力、
四大职能”，履职尽责办好实事，
努力提供更加高效便捷优质的法
律服务。

文明逛夜市 节俭大家行

七嘴八舌
话文明

■记者 戚帅

傍晚华灯初上，琳琅满目的夜市
成为这个季节里最靓丽的风景线，夜
晚约上亲朋好友逛夜市，尝美食，观美
景，让人心旷神怡。在畅玩夜市的同
时爱护周围的环境卫生，拒绝浪费食
物，文明理性逛夜市更是我们每个市
民应该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
家住河东的刘猛是一个资深夜市

发烧友，每个周末他都会和好友一起
来到夜市喝喝啤酒，尝尝美食。他告
诉记者，几乎天津市大大小小的夜市
他几乎都去遍了，每次去夜市除了享

受夜市的美好之外，爱惜夜市环境也
是他一直遵循的。“我们大家每次吃完
东西后一定会收拾一下桌上的东西，
都整理好扔到的附近的垃圾箱。夜市
人比较多，商家有时忙不过来，环境的
保持更多的还是要靠消费者本身。大
家不制造过多的垃圾，把环境卫生维
护好了，自己吃着也舒服。我觉得现
在的夜市确实比以前传统的夜市干净
卫生，这么好的休闲购物环境咱老百
姓自己得爱护和珍惜，所以我也希望
大家伙都要爱惜环境卫生，从你我每
一个人做起。”刘猛说。
“大部分时候出摊，我们都会自备垃

圾桶，及时清理垃圾，防止垃圾掉到垃圾
桶外面。”一位做烤肠生意的摊主说，大家
在夜市上做买卖，都希望夜市卫生环境
好，这样才能吸引市民来夜市消费，大家
满意环境，生意才会越来越好。希望相
关部门增加夜市内垃圾桶的数量，并合

理摆放，便于摊主和市民们及时处理垃
圾。采访中，市民牛先生表示，希望今后
大力宣传文明行为，让文明宣传走进夜
市，也可以在夜市上设置文明标语，时刻
提醒走进夜市的摊主和市民注意文明。
尹先生则表示，可以发动志愿者，及时制
止、劝阻不文明行为。

除了爱惜夜市的环境卫生，老百
姓也养成了拒绝浪费的好习惯。河东
区的各个夜市聚集着很多特色美食，
记者采访时发现，这里的商家不但提
醒顾客适量点餐，而且在顾客用完餐
后，卖家看到有剩菜和剩饭时，会提示
顾客打包带走。

为倡导文明餐桌，不论在大酒店
还是街边小餐馆，都可以看到提醒节
约粮食的宣传海报，在夜市上拒绝浪
费的风也刮得很盛行。市民李女士
说，她去餐馆或者是夜市就餐，不管是
和家人还是和朋友，都不会点很多菜，

“不够的话可以加菜，节约不仅是美
德，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吃多
少点多少”“不剩饭不剩菜”“厉行勤俭
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如今在河东
区各个夜市的摊主都会不时提醒广大
市民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让勤俭节约
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短评：

逛夜市成为夏季百姓生活的好去
处，我们更要做文明的消费者。要养
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守秩序、讲礼仪、
做到车辆规范不乱停，瓜果纸屑不乱
扔、循环利用环保袋。希望我们每个
人都要重视食品卫生安全、配合使用
公筷公勺、拒食野生动物、保持用餐环
境整洁，践行“光盘行动”、实施垃圾分
类、使用环保购物袋等，做守秩序、讲
礼仪、遵规范的文明理性的消费者。

本报讯（记者 戚帅）日前，向阳楼街道
邀请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
教授杨肖老师，围绕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
辉历程进行专题授课辅导。街道机关干
部、16个社区书记和2个集体经济组织书
记共计50余人参加学习。

杨肖副教授紧密结合自身多年工作
实践和学习体会，从开天辟地：中国共产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
业；改天换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业；翻天覆地：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大业；惊天动地：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推进并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强国大
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建
设、改革的基本经验等五个方面，对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进行了深入浅出
的讲解。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要用党的奋
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
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
凝聚力量。

课后，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做好授
课内容的消化吸收，做到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学习教育的落脚
点，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推动街
道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戚帅 摄影 刘泽瑞）
日前，区文明办联合富民路街道在金月
湾花园社区举办了河东区“道德模范走
进百姓讲堂”宣传报告会暨富民路街道
群众性文艺展演活动，充分发挥先进典
型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
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
文明程度，以奋发拼搏、昂扬向上的姿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河东区助人为乐道德模范韩春枝、付

慧珍，区敬业奉献道德模范殷钢现场宣讲
了自己的先进事迹，充分展现了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区体育局干部讲述了天津市
敬业奉献道德模范高燕梅的感人事迹，与
社区群众分享高燕梅投身脱贫攻坚的故
事，传递舍小家为大家、全心为民敬业奉
献的精神，引导广大群众向身边好人学

习，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以拼搏进取、昂扬
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庆祝建党百年献礼。

宣讲过程中，通过《再唱山歌给党听》
《太极功夫扇》《中国范儿》《天耀中华》《红
军不怕远征难》《我和我的祖国》等歌舞表
演，展现了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新风采，
表达了社区群众和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祖
国的情怀。同时，还在金月湾花园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广场设置了河东区道德模
范事迹展览，弘扬模范精神传播正能量，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营造了
浓厚氛围。活动现场，还为河东区爱国主
义教育阵地进行了授牌，发布了河东区
“永远跟党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传精神
主题活动，通过展览展示、党史学习教育、
线上线下主题教育等多种形式，掀起庆祝
建党百年群众性活动热潮。

向阳楼街道邀请市委党校老师进行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辅导授课

学史明理 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河东区举办“道德模范走进百姓讲堂”宣传报告会

感悟榜样力量 传承红色精神

本报讯（记者 戚帅）日前，来自南
开大学的选调生来到大王庄街道信和
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参观学习，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精神血脉，坚定新时代青年奋发有
为的理想信念。

活动中，南大学子在社区工作人
员的引领介绍下，参观了位于中海城
市广场五号楼的党群服务中心、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服务基地）以
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间藏品
博物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张张
照片、件件藏品让学生们重温了中
国共产党走过的峥嵘岁月，感受到

中华儿女百年来坚强不屈的民族精
神，并进一步了解了近代天津轻工
业的发展史。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
建立为学生们注入了精神之“钙”，
通过此次党史参观活动，架起了社
区与学校的友谊桥梁、学生们纷纷
要求加入志愿者队伍，要为社区建
设增添新鲜血液。

下一步，信和苑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还将继续丰富活动内容，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组织更多的学生到社
区“走进来”，加入志愿者队伍，让新
时代文明实践之花在青年人中处处
开放。

南开大学选调生参观信和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为社区建设增添新鲜血液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刘谱

丹）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
坚，日前，鲁山道街道金旭园社区党委开
展“一句祝福送给党”主题党日活动，庆
祝党的百年华诞，激发社区党员的认同
感、归属感。

在活动中，社区居民、老党员王学东代
表社区老党员进行发言，他说：“在过去的
几十年中，我们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
日新月异、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党的领
导下，中国取得了一项又一项伟大胜利。
作为一名老党员，要不断学习、适应时代，
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做党的百年历史的讲述者、传播者，
要积极发挥余热，热情参加社区活动、参与

社会事务。”随后，少先队员代表张添屹进
行发言，他说：“少先队员们一直生活在中
国共产党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春风化雨的教
育中，在今后的学习中，要做到勤于思考、
努力钻研；在生活中，要做到热爱劳动、热
爱集体，努力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做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活动最后，社区老党员为少先队员们
佩戴了红领巾，社区党员和少先队员们把
自己对党的生日祝福和心里话写在“签名
墙”上，表达了“不忘初心跟党走，砥砺奋
进永前行”的坚定信念，以及全体党员、少
先队员对中国共产党的深情祝愿。大家
还一同参观了金旭园党史馆，教育引导少
先队员从小学党史、知党恩、跟党走。

鲁山道街道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一句祝福送给党 砥砺奋进勇担当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徐
立）日前，大直沽街道神州花园社区开
展“百年党旗红，启航新征程”主题党
日活动，通过以重温“红船精神”，回顾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激励广大党员以
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献礼
建党百年。

上午9点，神州花园社区的党员
们集合共同乘车前往参观地点——
“海河红船”，乘车过程中，社区党委
书记组织党员们同唱《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大家手持国旗和党旗
共同互动，嘹亮的歌声表达了党员对
祖国的爱国情怀，对党的一片赤诚，
增强了活动的仪式感和庄严感。10
点准时开始“海河上的天津红色记忆
展”游船参观活动，展览共分为“新民
主主义革命”“百业俱兴”“改革开
放”“现代化天津”四个部分，串起了

津门百年峥嵘岁月。在行船过程中，
讲解员带领大家观看史料照片和文
字材料，并介绍海河沿岸的景物，详
细介绍了觉悟社和中共中央北方局
等海河沿岸红色遗址，让党员们了解
天津百年红色历史。

穿行在海河上，碧波粼粼，环顾
四周，高楼林立，都市繁华尽收眼
前。参加游船活动的党员们感受到
了天津的蓬勃发展，纷纷感慨祖国
百年的巨变和党的丰功伟绩。参观
后，党员们在码头上集体举行了宣誓
仪式，让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铿锵
有力的宣誓声响彻码头。“通过开展
此次活动，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中国共
产党心系百姓的使命与担当，感受祖
国的日益强大，从党史中汲取了信念
的力量，国家越来越强大让我很自
豪。”社区52年党龄的老党员王大
爷激动地说。

大直沽街道神州花园社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重温“红船精神”牢记使命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