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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东丽区各界广泛开展系列
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歌颂党的丰功伟绩，表达对党的赤诚情
怀，决心坚定信心跟党走，在新的百年
起点上，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接续奋
斗，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都市新区新篇章。

永远跟党走 奋斗新征程
日前，“永远跟党走 奋斗新征程”

东丽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型群众性主题文艺展演在东丽体育
馆举行，热情讴歌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和
丰功伟绩，深情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和
美好祝福。

3000余名来自东丽区各条战线的
党员干部、先进人物、基层群众代表齐
聚一堂，用饱含深情的歌声和昂扬多彩
的舞姿，真切歌颂党的百年辉煌历程和
伟大成就，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
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
民好的时代主旋律，充分展现了东丽人
民坚定不移跟党走，用双手描绘幸福蓝
图、用双脚丈量崭新征途的豪迈激情，
营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浓
厚氛围。

演出分为“唱支山歌给党听”“峥嵘
岁月”“日月新天”“春天赞歌”“初心如
磐”五个乐章。由老中青少四代群众
演员领唱、100 名合唱队员倾情演唱
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拉开了演出序
幕。歌舞《南湖的船，党的摇篮》、大合
唱《毕业歌》、情景演唱《四渡赤水出奇
兵》《保卫黄河》等用艺术的形式再现
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
义革命胜利的光辉历程。合唱《解放
区的天》《社会主义好》《团结就是力
量》《英雄赞歌》等红色经典歌曲，歌颂
了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成立新中国，
掀开历史新篇章的壮举。歌曲《春天
的故事》、联唱《明天会更好》、大合唱
《走向复兴》、表演唱《母亲是中华》唱
响了我们党开启改革开放、开创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春天赞歌。合
唱《共筑中国梦》《不忘初心》《前进吧，
中国共产党》等，生动诠释了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的新时代最强音。
演出在全体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的旋律中落下帷幕。

健步迎七一 感念党恩情
日前，华明街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健步行活动在华明低碳产
业基地举办。此次活动旨在重温百年
党史、感念党的恩情、弘扬革命精神、投
身民族复兴。同时宣传华明发展、凝聚

信心力量，以昂扬姿态开启华明街道实
施“十四五”规划的新征程。健步行5
公里的路程中分别在天津平高智能电
气有限公司门前、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
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门前、华明集
团门前设有3处补水点，同时有党史宣
传展板、企业宣传展板。在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门
前设有1处党史知识答题点、打卡点。
参加人员一路前行，一边谈论分享快
乐，一边答题通关，用健步走的形式，结
合打卡、答题等活动，回顾党的光辉历
程，感受百年荣光。通过开展此次活
动，让大家在学习中健身，在健身中学
习，进一步营造学习党史、全民健身的
浓厚氛围，以更加强健的体魄、更加优
异的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老兵永跟党 毕生写忠诚
为迎接党的百年华诞，东丽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有序推进“老兵永远跟党
走”系列庆祝活动，激励和动员退役军
人事务系统干部职工与广大退役军人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伟大成就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
“老兵永远跟党走”系列庆祝活动

包括“把党的关爱送到老兵心中”主题
慰问、“党史”知识竞赛、四史专题宣讲、
重走长征路活动、“传承红色基因，续写
军旅荣光”作品征集、开展“向中国军人
致敬 向军人母亲致敬”主题双拥共建
活动、“老兵永远跟党走，一朝军旅情，
毕生写忠诚”主题微视频征集、“永远跟
党走、启航新征程”主题文艺演出、“光
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原创红
色歌曲《我是老兵》等内容。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推动各街道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建强用好、提质增
效，促进党史学习教育与业务工作深度
融合，东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组织
调研组开展“大调研 大讨论”活动。对
退役军人党建工作、退役军人之家建
设、创建示范型、星级标准化服务站等
工作进行深入研讨，力求把服务放在首
位，服务保障到位、政策宣传到位、规范
管理到位。

今年上半年，东丽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协调区教育局，解决3名现役军人子
女入学、入托及转学事宜，满意率
100%。出台《东丽区军人随军家属就
业安置措施》；联合区人社局召开“退役
军人暨现役军人家属线上招聘会”“民
营企业专场招聘会暨退役军人军嫂专
场招聘会”等工作。

巾帼心向党 永远跟党走
日前，东丽区妇联系统庆祝建党

100周年主题活动暨“巾帼心向党 奋
斗新征程”妇女健身展示大赛在东丽区
体育馆举行。

本次大赛采取视频初赛和现场比
赛的形式进行展示，比赛吸引了来自全
区各街道、各单位等45支队伍参加，21
支队伍脱颖而出晋级决赛。比赛现场，
400余名巾帼志愿者们以激情澎湃、活
力四射的表演，舞出新时期女性健康向
上的精神风貌，舞出新时代女性的活力
风采，舞出巾帼不让须眉的卓越风姿，
展现了东丽新时代女性坚定不移跟党
走的豪迈之情。最终，东丽区人民法院
舞蹈队、华明街道明旭社区圆梦舞蹈
队、军粮城街道军祥园东堼舞蹈队获得
一等奖，健身舞蹈协会靓丽健身舞蹈队
等6支队伍获得二等奖，新立街道汇海
里梦之缘舞蹈队等12支队伍获得三等
奖。活动现场生命之爱艺术团的《中国
脊梁》、凤之舞健身舞蹈队的《我生长的
地方》以健身舞蹈的形式感党恩、颂党
情。诗歌朗诵《永远跟党走》表达了广
大妇女群众对党的深情厚爱。

红歌颂党恩 唱响新时代
日前，新立街道丽昕社区开展“红

歌颂党恩，唱响新时代”主题演出。演
出中，社区工作人员为大家带来配乐诗
朗诵《放飞中国梦》，大家个个精神饱
满，心情澎湃，铿锵有力，充分表达了对
党的拥护和对未来的憧憬，以及爱党、
爱国、爱社区的热情。大合唱《伟大的
国家伟大的党》《前进吧，中国共产党》
《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表演者声情并
茂，大家喝彩声不断。《红梅赞》的演出
更是将活动推向高潮，表达基层党员和
社区居民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对祖国美
好的祝福。折子戏《金沙江畔》为整场
活动画下圆满的句号。经典红歌的传
唱传承了红色基因，凝聚了无穷的精神
动力，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上，取得一
个又一个新的胜利。此次红歌传唱活
动的开展，不仅丰富了辖区居民的文化
生活，同时还增强了坚定不移跟党走的
信念。
（记者 单福春 李泽锟 赵轩 翟鑫彬

通讯员尹玉莉）

爱党颂党心向党 初心如磐启新程
——东丽区广泛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

万新街道畅悦华庭社区举办了“学党史 践初心”红色京剧专场演出，社区居民
自编自演经典红色剧目，学党史、颂党恩，将红色文化传递到群众中间，打造社区的
红色舞台。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万新街道海颂园社区组建党史
宣讲团，每周开展海颂约吧——思政小课堂，为社区居民普及党史教育，宣传红色
精神，通过视频、PPT、动画等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讲，让宣讲接地气、冒热
气、聚人气。

为引导广大少年儿童牢记历史、铭记英雄、感恩生活，区图书馆少儿阅览室设
立专架，精心挑选出适合不同年龄少年儿童阅读的读本，供小读者们阅读，让他们
了解红色历史，吸收红色养分，传承红色基因。

“永远跟党走 奋斗新征程”文艺展演现场

尊敬的居民朋友们：
近日新冠肺炎疫情绕不开“德尔

塔”变异毒株，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
该毒株已传播至全球 92 个国家和地
区并造成严重疫情，我国广州、深圳、
东莞等地也已经与之正面交锋。

现有研究表明，该变异毒株存在
传播能力强、潜伏期短、病毒载量高、
病情发展快等特点，还可能出现一定
的免疫逃逸现象。

疫苗保护效果：在本土疫情确诊
病例中，未接种疫苗的人转为重症或
者发生重症的比例显著高于接种过
疫苗的人，说明我国现有的几种疫苗
对该变异毒株具有可观的有效性。

传播能力方面：“德尔塔”变异毒
株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确定的
几个“关切变异株”中传播能力最强
的，广州出现过最短 14秒传播病例，
病例潜伏期或者传代间隔缩短，病毒

的传播速度更快。
致病性方面：“德尔塔”变异毒株

与之前毒株相比致病性有所增强，患
者发病后转为重型、危重型比例比以
往高，而且转为重型、危重型的时间
提前，患者体内的病毒载量较高，核
酸转阴所需要的时间较长。

临床反应方面：部分国家研究发
现，患者可能出现的症状还包括胃
痛、恶心、呕吐、食欲减退、听力损失
和关节疼痛等，一些患者会出现微血
栓或小血栓，严重时甚至会组织死
亡。

针对“德尔塔”变异毒株，区疫情
防控指挥部提醒广大居民朋友，要提
高个人防护意识，真正对自己、对家

人、对社会负责。
积极主动接种新冠疫苗。现有确

诊病例表明疫苗对变异毒株仍存在
免疫作用，接种疫苗既是对自己负
责，也是对社会负责。特别提醒广大
居民朋友，接种首剂新冠疫苗 3周后
即可接种第二剂，要合理安排时间，
避免影响第二剂接种。

随身携带口罩并科学佩戴。在公
共场所、密闭空间及参加聚集性活动
时必须佩戴口罩，有发热或咳嗽等呼
吸道症状者外出时要佩戴口罩。纠
正不规范佩戴口罩的不良习惯，佩戴
时应遮盖口鼻，避免用手触摸口罩内
外侧，避免重复使用或随意丢弃废弃
口罩。

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非必
要不出境”“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
地区”，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保持
安全社交距离。入境返津解除隔离
人员和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
要主动向社区报备。

东丽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1年6月27日

附：公民防疫基本行为准则
1、勤洗手。手脏后，要洗手；做

饭前，餐饮前，便前，护理老人、儿童
和病人前，触摸口鼻和眼睛前，要洗
手或手消毒；外出返家后，护理病人
后，咳嗽或打喷嚏后，做清洁后，清理

垃圾后，便后，接触快递后，接触电梯
按钮、门把手等公共设施后，要洗手
或手消毒。

2、科学戴口罩。有发热咳嗽等
症状时，就医时，拥挤时，乘电梯时，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进入人员密集
的公共场所时，要戴口罩。

3、注意咳嗽礼仪。咳嗽打喷嚏
时，用纸巾捂住口鼻，无纸巾时用手
肘代替，注意纸巾不要乱丢。

4、少聚集。疫情期间，少聚餐聚
会，少走亲访友，少参加喜宴丧事，非
必要不到人群密集的场所。

5、文明用餐。不混用餐具，夹菜
用公筷，敬酒不闹酒，尽量分餐食；食
堂就餐时，尽量自备餐具。

6、遵守1米线。排队、付款、交
谈、运动、参观时，要保持 1米以上
社交距离。

7、常通风。家庭人多时，房间
有异味、油烟时，有病人时，访客离
开后，多开窗通风。

8、做好清洁消毒。日常保持房
间整洁。处理冷冻食品的炊具和
台面，病人及访客使用的物品和餐
饮具，要及时做好消毒。

9、保持厕所卫生。勤清洁厕
所，马桶冲水前盖盖，经常开窗或
开启排气扇，保持地漏水弯有水。

10、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
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
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健康饮食，
戒烟限酒；有症状时，及时就医。

11、疫苗接种。响应国家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政策，积极配合疫苗
接种，保护个人健康。

东丽区应对新冠病毒变异株“德尔塔”重要提示
各界群众歌颂党的百年辉煌历程和伟大成就

东丽一幼开展“红歌嘹亮 童心向党”活动，孩子们以饱满的热情、稚嫩的歌声
演绎了一曲曲动人的红色经典歌曲，表达着对党、对祖国的祝福与感恩，展现了新
时代幼儿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