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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意 直 通 车

河西区群众性文化活动汇报演出庆祝建党百年

“砥砺一百年辉煌再出发”
艺术党课举行

河西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
理论座谈研讨会举行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里，河西区街头巷尾打造了层次丰富、色彩鲜明的城市景观，营造浓厚喜庆氛围。图片
分别为：①人民公园内利用鲜花绿植搭建的庆祝造型。②乐园道上设立的建党百年主题布景。③友谊路沿线设置的庆祝标语。
④马场道上庆祝建党百年的园艺造型。 佟玉峰摄

美景+笑颜
城区景观改造
增进民生福祉

京津冀甘黔湘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创意大联展启动

展现新时代精神助力乡村振兴

河西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日前，
河西区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向老党员
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对100名
“河西区优秀共产党员”、40名“河西区优秀
党务工作者”和50个“河西区先进基层党组
织”进行表彰。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
序幕，区领导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代
表颁发纪念章，向河西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
河西区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河西区先进基
层党组织代表颁发证书。

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之际，组织召开河西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主要任务是重温党的光辉历史、讴歌党的丰
功伟绩，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表彰在
各行各业、各领域涌现出的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从先进事
迹中学习榜样智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
结拼搏、接续奋斗，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
心区新篇章。

会议强调，要回望百年党史，传承精神使命，
不断筑牢开启“十四五”新征程的信仰之基。坚持
把党的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紧密结合正在开展
的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不断彰显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
保证。党员干部要在缅怀历史中牢记责任，在
展望未来中激发动力，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以最坚定、最自觉、最实在的行动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对党忠
诚、信念坚定、知行合一的先进典型，是善作善
为、真抓实干、为民服务的先锋模范，全区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他们为榜样，提气
鼓气、苦练事功，开拓创新、聚力前行，进一步坚
定目标方向，务实担当作为，以竞进的姿态、昂
扬的斗志，奋力建设首善之区，打造品质城区，
向着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心区的
目标阔步向前。

■通讯员万彤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河西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理论座谈研讨会日前举行，专家学者、
党员干部齐聚一堂交流发言，这是河西区深化党史学
习教育，庆祝建党百年的又一举措，对于回顾党的百年
波澜壮阔历程，总结建党百年的辉煌成就，持续推动全
区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党员干部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宣读了《河西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理论征文活动表彰决定》。近期，全区各部门各单位
紧紧围绕党史学习教育相关要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积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参加征文活动，活动共收到来
自81个单位报送的文章189篇，经专家评审，选出优
秀文章43篇、优秀组织单位8个。会上，来自海河中
学、区人防办、第四十一中学、区委党校的四名征文获
奖者代表作交流发言，结合工作实际，从不同角度畅谈
学习党史的收获以及从学习中汲取的精神力量。此
外，来自天津商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市委党校的三
位专家学者分别以《建党百年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的伟
大成就与基本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世界
意义》《以大历史观把握百年大党的强党规律和大势》
为题进行发言，有深度、有厚度的阐释讲解，让在场人
员深受启发。

下一步，河西区将持续发掘用好资源，推动全区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
政育人的作用，做好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为干部能
力建设提供养分，推进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涵养历史思维，坚持知行合一，把学习成果融入自
身工作实际，实现理论研究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
衔接，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依托，从群
众急忧愁盼之事入手，扎实开展好河西区2021年“十
大工程”“20项民心工程”等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通讯员嫚芮

作为河西区庆祝建党百年举办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汇报演出，“砥砺一百年辉煌再出发”艺术党课日前举
行。本次活动参演人员覆盖面广、涉及群体众多，节目
形式多样、异彩纷呈，展现了社会各界齐声歌颂中国共
产党的真挚情感。

演出分为“求索志”“砥砺魂”“崛起颂”“强国梦”四
个篇章，选取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红色革命歌曲和时
代特色浓郁的经典旋律，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风雨
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浓缩呈现。来自河西区的文艺
工作者、群众文化艺术团体先后登台，带来《映山红》《游
击队之歌》《春天的故事》等经典作品。演员们还以饱满
热情和精湛艺术素养献上双人舞《沂蒙颂》、群口快板
《天安门前看升旗》、情景表演《流金岁月》等节目，一句
句深情礼赞，一曲曲熟悉旋律，一幅幅动人场景，无不表
达着河西儿女同心向党、祝福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激
动心情。活动在全场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的嘹亮歌声中圆满落幕，凝聚起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以实际行动建设首善之区，打造品质城区，奋力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心区的蓬勃动力。

■通讯员赵钰萁

日前，桃园街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
表彰大会暨桃园地区第二十届“安居节”主题活动举行，活
动以“学好党史办好实事安居桃园开创新局”为主题，社
区党员、志愿者和居民代表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节日，
感受地区和谐发展建设成果，深情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自2001年起，桃园街每年举办一次“安居节”活动，
通过不同主题与居民百姓一同忆危改、庆回居，鼓干劲、
促和谐，激发百姓参与社区建设、融入和谐创建的积极
性，“安居节”早已成为桃园人津津乐道的品牌活动。

此次活动共分为“红色桃园”“幸福桃园”“筑梦桃
园”三个篇章，分别通过《红色桃园始于初心》《幸福桃
园 凝心聚力》《筑梦桃园 使命担当》三个视频饱含深
情地讲述了桃园街道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为民服务
的责任与担当，展现了辖区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弘扬。
活动中，交响乐四重奏《唱支山歌给党听》、红色故事讲
述《传承红色经典 讲好党史故事》、京韵大鼓《长征》、
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等节目，展现了桃园地区文化
社团的多彩活动和社区居民的精神风貌，表达了辖区
百姓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坚定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以街域真实故事改编的情景短剧《我为群众办实事》生
动再现了党员亮明身份、凝心聚力为群众排忧解难的
动人故事。桃园街道志愿者、楼栋长、共建单位代表与
大家分享了志愿服务的细节片段，百姓生活的幸福画
卷正在桃园街徐徐展开。

活动现场对“桃园街道优秀共产党员”“桃园街道优秀
党务工作者”“桃园街道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了表彰，并
开展了扫码参与桃园街“对党说句心里话”征文活动。伴
随着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活动落下帷幕。
“建党百年忆危改谱新篇”——谦德庄系列纪实摄

影展览在活动现场同时举行。一幅幅老照片原景重现
昔日谦德庄旧貌，唤起大家深藏脑海的记忆，翻天覆地
的变化令人感叹。主题活动后，这些珍贵的照片还将
在街域内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进行巡展。

桃园地区举办第二十届
“安居节”主题活动

■通讯员万彤

满眼葱茏绿意，抬头可见亭台，
漫步健身、下棋娱乐，在这一方天地，
可以看到美景与笑颜，更可以感受到
绿色与宜居，这是河西区推进无锡道
大楼、汉江里等4个点位小游园和恩
德西里、宾水西里等4个小广场以及
体北公交站前绿地环境提升改造项
目带来的幸福景象。

聚焦群众实际需求，同时关注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周边，河西区在
城区景观环境营造上下足功夫，全
力打造城区中的休闲雅致空间，不
断增进民生福祉。据介绍，此次改
造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于今年4
月开始施工，目前所涉及点位已完
成所有施工任务，并已全部开放。
其间，河西区着力改造提升便民设
施，在社区小游园和小广场内增加
塑胶步道、安装棋牌桌椅，打造安
全、舒适的健身娱乐区域；通过补植
苗木提升绿化效果，让社区小游园
和小广场越发绿意盎然；在游园周
边增设智能回收箱及垃圾回收亭，
为环境整洁提供保障，让文明之风
温润人心。

此次提升改造综合考虑环境布
局与人流量，河西区将体北公交站
前绿地打造为口袋公园，在绿地内
铺设碎拼花岗岩路，砌筑木制压顶
挡墙，栽植国槐、法桐、竹子、迎春等
绿植，提升游园整体景观效果，在增
加游览路径和休闲区域的同时，发
挥疏导作用，方便人们进出公交
站。如今，这一自然式街边小游园
已然成为周边居民、过路行人休憩
的新空间。

■通讯员张迪

6 月 29 日下午，“百年辉煌 艺术献
礼”——2021年西岸艺术节暨西岸广场演出
季开幕式举行，以文艺演出形式回顾党的光
辉征程，赓续红色血脉。

随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音乐声缓缓响
起，一位身着军装的老战士和一名少先队员
走上台来，展开了一段感人的对话。老少二

人谈及新中国的诞生、人民的解放、国家的富
强……由此拉开了演出序幕。
舞蹈《唱支山歌给党听》饱含深情，每

一个动作都透露着对党的无限热爱；联珠
快书《南湖礼赞》生动诠释了红船精神；合
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是长在红旗下
的孩子向革命先烈表达的最高敬意；原创
歌伴舞《党旗》、器乐合奏《北京喜讯到边
寨》同样以精彩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
飞跃。此外，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王瑞英呈现的一段模仿人声的雷琴表演让人
耳目一新；天津曲艺摇滚创始人李亮杰演唱
的曲艺摇滚《这样的好生活》《人间好时光》则
以创新融合的音乐风格，为观众带来别样体
验。演出最后，全场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唱响爱党之情。

据悉，2021年西岸艺术节暨西岸广场演
出季将持续至7月 29日。其间，每周四、周
五都将为群众带来曲艺、歌舞、交响乐、戏
曲等兼具多样性、趣味性、体验性的艺术盛
宴，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打造走向深入，
努力让更多百姓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丰
硕成果。

■通讯员王兆春

与困难居民结对帮扶，修剪存在
安全隐患的树木……今年以来，在河
西区各街道入列轮值的干部们主动
作为、为民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责
任、彰显担当，绘就了一道服务群众
的亮丽风景线。在友谊路街入列轮
值的干部们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将入
列轮值当成为民服务最有效的抓手，
在真情为民服务中践行初心。

市政府办公厅干部在寿园里社
区轮值期间，为生活困难党员送上了
慰问品，对身患疾病的困难群众进行
了点对点帮扶。同时更换了疫情防
控值守时损坏的椅子，更新社区的广
告栏内容，协调相关部门修剪存在安
全隐患的树木20余棵。“他们真的为
我们办了很多实事儿，特别感谢他
们。”干部们真心为民，群众也记住了
他们做的每一件事。
“您最近身体怎么样？有什么需

要一定及时告诉我们。”区安全生产
执法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张楷青在西
园西里社区入列轮值期间，与社区工
作人员共同入户探访独居老人，积极
帮助困难居民排忧解难。他还参与
了“红色友谊聚先锋 服务群众办实
事”双十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居民深
感党的关怀和温暖。

友谊路街道把党史学习教育成
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切实开展好“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制定下发
《友谊路街道关于开展天津市机关党
员干部下沉社区入列轮值“五个一”
活动方案》，使入列轮值成为服务群
众的有效平台。轮值干部根据自身
工作特点和优势，有针对性地促进问
题解决，有效提升社区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截至5月底，已有182名党
员干部下沉到街道各社区，共走访群
众1806户、办实事341件。

■通讯员亦涵

“百年华彩 盛世非遗”第三届西岸哪吒
杯京津冀甘黔湘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创意大
联展本周正式启动。本届大联展紧紧围绕建
党百年主题，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助力乡村振兴。

启动仪式在激扬的鼓舞《鼓韵励志》中拉

开序幕。各具魅力的非遗服饰秀《天成国运》
展现了传统服饰的精湛技艺；昆曲《牡丹亭·
游园惊梦》尽显传统戏曲魅力；两位非遗传承
人现场献艺，用精美作品表达了广大人民群
众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民乐表演《茉莉
花》将演出推向高潮。
本届联展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为主线，旨在展现新时代精神、深受人

民群众喜爱的优秀非遗作品。为了让更多非
遗绽放光彩，联展在60余天内汇集京津冀甘
黔湘六地非遗作品及文创产品118件，并由专
家评选出100件优秀作品进行为期3个月的
展览，内容包括京绣、甘肃刺绣、苗族蜡染、天
津面塑等各具特色的非遗项目。现场邀请本
地非遗传承人代表、文化界名人、各民族团结
代表、高校优秀青年学生代表共述百年传承
史，设置沉浸式非遗互动、汉服文化体验区、亲
子互动娱乐区等全新环节，将静态展示与沉浸
式互动相结合，通过极具创意的线下快闪+线
上互动形式，对非遗作品形成多维度立体展
示，推广传承中华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

入列轮值主动担当
为民服务践行初心

2021年西岸艺术节暨西岸广场演出季开幕

回顾光辉征程赓续红色血脉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