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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榜样翻翻“小人书”乐于学“四史”
近2000套《“红色记忆”系列漫画故事》发放 确保全市中小学校每校至少1套

■本报记者宋德松

提起河东区二号桥街道陶然庭苑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张丽，社区居民都赞不绝口。这几天，她作为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居民们都想听听
她的介绍。

张丽说，“在建党百年之际，能参加党的盛典，我内心十
分激动。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这是党赋予我的光荣，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拿出更高的热情，加倍地努力为社区
居民服务，用更好的成绩回报党。”

今年，是张丽担任二号桥街道陶然庭苑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也是从事党务工作的第5个年头。陶然
庭苑社区曾经是二号桥地区矛盾复杂突出的小区，她从
提升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入手，从提升基层党建业务水
平干起，从社区最硬的骨头啃起，组织拆除地上违法建
筑199处、房上房23处。解散原业委会，驱逐违规物业
公司，选出红色业委会，引进新的物业公司，打造社区
“一核多元”治理机制，全面落实网格化管理，积极探索
智慧型社区建设，使陶然庭苑社区在党建引领下，实现
了旧貌换新颜。

张丽组织建立以社区党委为“轴心”，各类驻区单位联
动的治理体系，实现了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业主
委员会主任“一肩挑”的社区管理架构。在社区党委的指导
监督下，成立了以党员为主的“红色”业主委员会，并选出了
群众满意的“红色物业”，形成“党建活动、教育培训、成果展
示、资源整合、信息管理、服务党群”六个平台，实现党群服
务心贴心、服务党群零距离。

张丽提出将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小组建在楼门里。
党小组组长与网格员一起参与社区网格化管理。在陶
然庭苑社区成立了以退休党员为主的“社区党员志愿服
务队”，形成“党员包楼门”的志愿服务机制。组织在职
党员参与社区建设，定期召开在职党员座谈会，听取意
见和建议，营造“社区是我家，党员为大家”的正能量氛
围，构成了“党委推动，党员行动，居民互动”的社区联动
机制。

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张丽着手建立党员名册和
在职党员台账的同时，完善特殊困难群体信息台账，发挥社
区党组织主观能动性，利用现有平台和科技手段，采取分级
分类、颜色区分关注级别等方式做好对特殊群体和重点人
群的管理和服务。着力构建“每日通话、每周见面、每月走
访”的沟通联络机制，及时更新信息台账，实施动态化管
理。坚持用“爱心、精心、细心”的工作态度做好对特殊群体
和重点人群的关注。

做社区党务工作的领头雁
——记河东区二号桥街道陶然庭苑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丽

■本报记者吴巧君

王玉莉特别喜欢自己的工作。她的工作是新天钢集团
天铁公司炼铁厂机修车间的焊工，那个以男士为主的岗位，
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一位柔弱的女子情有独钟，一干就是29
年，而且当上了班长，一当就是15年？
“因为在这个岗位上，我获得了成就感，找到了自己的

价值。”王玉莉这样解释说。
王玉莉是天铁子弟，当年本可以上高中的她本着学一

门技艺的目的，选择去了技术学校。在学校上学期间，到天
铁工程部实习，第一次拿起焊机，在灿烂火花过后发现自己
竟然把配件焊接得牢牢的，感觉到手中的焊机太神奇了，心
中满是欣喜与自豪。在这样一次次成功的火花迸发中，王
玉莉对自己的技能越来越自信。毕业后，王玉莉与别的女
同学不一样，选择走进机修车间，与焊机为伍，成为一名苦
脏累的焊工。

生性好强的王玉莉要干就要干得最好。29年的焊工
生涯中，她一直在技艺上精益求精，从焊工的中级本拿到高
级本，不满足，继续考到技师证书，然后又拿到高级技师证
书。“拿技师证书挺难的，那年炼铁厂七八十名焊工中，考下
技师证书的只有2人，我是其中之一。”王玉莉说。

技艺上精湛，工作态度上认真负责。当班长的王玉莉
总是第一个到车间，负责为大家开门，最晚一个离开，总结
全天工作，记录工作笔记。“常常是天不亮就去上班了，到家
天就黑了。”机修车间的职责是每天巡检设备，发现隐患，及
时处置。王玉莉说，她每天上班走路的步数常常是超万步，
最高时达到了1.7万步。“每天回到家，什么都不想干了，
累。”她说。

长年的劳累，让王玉莉在2015年患上腰椎间盘突出，
做完手术，医生嘱咐她需要休息三个月，她只在床上躺了一
个半月就回到了岗位。“躺不住，心里挂念单位那一班子人，
那一摊子琐碎的事。”长年焊机在手，王玉莉的手臂上、小
腿上、脚面上密密麻麻排列着一个个被焊花烫伤的疤痕，这
些大大小小的疤痕，嵌进她的皮肉，成了她29年执着焊工
生涯的印迹。

王玉莉持之以恒的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2009年她被
授予天津市“三八红旗手”、2010年被授予天津市“五一劳
动奖章”、2019年被授予“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她还多次
当选天津市党代会代表，被评为2020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天铁混改后，她被新天钢集团评为“最美钢铁女工”。

一生做好一件事
——记新天钢集团天铁公司炼铁厂

机修车间班长王玉莉

■本报记者廖晨霞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历史上，在中华民族的发展
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
史上，在人类社会进步史上，
都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一
个新的坐标。在这个极为特
殊的时间节点上，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向
世界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为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7
月13日，市委党史学习教育
宣讲团成员、市政协文化和
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委员、
教授史瑞杰走进河西区陈塘
管委会，为河西区党员干部
作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宣
讲报告。

报告会上，史瑞杰从“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总书记
重要讲话提出的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要求”“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
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三
个层面，对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了全面、
系统、深入的阐释解读。聆
听宣讲报告的党员干部纷纷
表示，这是一场重点突出、内
涵深刻，令人振奋，鼓舞人心
的宣讲报告，对于全面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具有很强
的指导作用。

报告会后，现场的青年
党员干部意犹未尽地聚拢在
史瑞杰身边，进行互动交流。

友谊路街谊景村社区
党委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
组织”荣誉称号，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王洋说：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鼓
舞人心、催人奋进。作为一
名社区基层工作者，要始终
想着人民，以人民需求为出
发点，勇于担当作为，做好社
区治理品质化、精细化，让社
会更和谐，为群众谋幸福。”
史瑞杰回应说：“去年疫情期
间，我也下沉到社区值守，看
到我们的社区治理非常有优
势。社区工作者要善于吸纳
群众的意愿，传递百姓的要
求，宣传党的政策，发挥好社
区居民协商作用，不断增加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河西区委党校理论研究
室主任屈晓亮表示，“听了专题宣讲报告很受启发，在
接下来的全区宣讲工作中我们要始终贯穿长时段、宽
视野的大历史观，把党的四个历史时期融入大的时代
背景，紧扣党的初心使命、奋斗主题，重点突出，‘党味’
要浓。”对此，史瑞杰也给出了建议：“基层宣讲要在深
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
紧密联系实际，研究宣讲对象的所思所想，把理论、背
景、蓝图转变为与群众切身相关的问题并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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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雯婧

近日，天津市第八十九中学八年二班班主任苗莹，利用网
络平台在线召开了“走进大课堂，漫画学党史”暑期主题班
会。会上，苗老师以“四史”“小人书”为素材，带领学生学习
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四史’‘小人书’创新了教育形式，
丰富了思政教育活动素材，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线上班会
中，学生们参与互动交流的积极性更高了。开学后，我们也将
把这套漫画书用在课堂教学中。”苗莹说。

苗莹使用的这套“四史”“小人书”，是由市教育两委指
导天津美术学院，组织专业教师和学生团队创作的“四史”

动漫系列丛书——《“红色记忆”系列漫画故事》。“创作过
程中，大家认为，‘小人书’是一种非常好、非常接地气的形
式。经过多次调研、探讨，最终按照当下流行的‘动漫’方
式创作‘四史’读物。这种‘四史’故事，容易让学生看得
懂、记得住。”创作团队成员、天津美术学院学工部部长苏
丹说。

创作团队认真完成了这套《“红色记忆”系列漫画故事》的
创作。目前，该书已正式出版，并面向各区教育局和全市中小
学发放近2000套，确保全市中小学校每校至少1套。该系列
图书包括《革命的号角》《不灭的初心》《涌动的春潮》和《燃烧
的火种》4本，通过12个故事，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人

格力量、中国人民锐意创新的民族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在磨难
淬炼中奋勇向前的感人故事。
此外，市教育两委还结合学龄前幼儿认知特点和成长规

律，组建了由思政课专家、艺术创作专家、幼儿园教师组成的
联合编创团队，在全国首创了一套6本的学前思政教育绘本，
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幼儿教育全过程。
“我们将围绕各类绘本、动漫书和教学参考用书的推广应

用开展全市性培训，结合庆祝建党100周年，在‘听、说、读、
写、行’等方面，开展全浸润式的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不断提
升思政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市教育两委学生思想教育与
管理处处长杨明表示。

日前，西青区农业龙头企业凯润集团在集团新落成的党史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通过参观学习，进一步增强了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感、使命感。

本报记者刘玉祥摄

农企建成
新党史馆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185期3D开奖公告

9 3 8
天津投注总额：540702540702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154注
793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29 1725 162206 09+27

第2021080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903997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0注
2注

124注
399注
4184注
7244注
45669注

0元
64571元
2082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3839204元

（上接第1版）
黄乃亥乡平均海拔近3000米，多年来未通水不只是缺资

金、少技术，还有当地湿陷性黄土本身这一土质问题，导致有
水也存不住。由于缺水，取水又艰难，家家户户都挖水窖，想
尽各种办法在雨雪天储水、找寻山泉水。但即使这样，水，依
然是横亘在黄乃亥乡人生活中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是大家
心中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每天算计着用水的日子太难了！”卡毛太感叹，不到10

升的一桶水，一家5口人要坚持用2天，只能先紧着饮用、煮
饭和洗漱。“习惯了就好，还能咋办？”卡毛太常常这样对孩
子说。

当了解到这一困扰黄乃亥乡人多年的饮水难题，天津援
青干部将其列为首要解决的任务，下决心“啃下这块硬骨
头”。2019年7月，天津援青前指落实精准扶贫战略，投入
730万元实施黄乃亥乡重点贫困村人畜饮水安全工程，请来
专业团队实地论证、勘测、打井……终于在海拔3800米的夏
琼山找到新水源。

说干就干，一刻也不能耽误。

同年10月，工程全线完工。这意味着，黄乃亥乡8个自
然村，644户2781人，大小牲畜1万余头的供水“生命线”通
了！滨海新区援青干部、同仁市副市长王凯告诉记者，为避
免输水管道冬季破损，他们将地下管道设计深度从1.5米加
深到2.6米，确保饮水管线冬季也能正常供水。

当卡毛太的家里接上管道、有了水龙头，当那个遥不可
及的梦成为现实，她忍不住拧开水龙头，用双手去接水：凉凉
的、干净的水流喷涌而出，哗哗作响。“家里真的通水了！”她
兴奋、激动，但更多的是感恩，“自来水是天津援青干部送的
珍贵礼物，感谢天津人民！是你们帮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再不用走几公里去背水了！烧水、做饭、洗漱都不愁了！”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黄乃亥乡通水，
不只解决了村民的生活难题，对当地养殖户来说，也打破了
限制养殖规模扩大的瓶颈。如今，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规
模迅速扩大，民生改善带动了产业发展。对此，天津援青前
指结合黄乃亥乡实际情况，继续在产业帮扶、基层组织建设
等方面发力。可喜的是，从通水到现在，当地合作社已养牛
240头，年收入超过20万元。

“再不用走几公里去背水了！”

近日本市迎来强降雨，给不少市民外出带来影响，和平区
百货大楼社区入户为社区独居长者、残障人士等重点家庭排
查安全隐患，并为有需求的居民送去蔬菜等生活用品。

本报记者吴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