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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视点

用书香浸染生活
□ 筱 辰

津南区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以社区为阵地 根植红色血脉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津南区以

社区为阵地，将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贯穿党史学习教育中，持续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红色历史
深植心中，红色基因融入血脉，红色精神扎
根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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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津南区党史“六进”巡回宣
讲第三场直播活动走进八里台镇西小站
村，观小站稻起源地的红色文化，看美丽乡
村的发展变化。

上午10点，八里台镇西小站村西光剧
社内座无虚席，来自镇域内的文艺骨干和
志愿者精心准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色”
宣讲。经典朗诵《红船，从南湖起航》沿着
历史的足迹，回溯红色血脉的起点，找寻革
命力量的源泉；歌舞表演《长征》生动地描
绘了伟大长征的壮阔图景，展示了工农红
军的英雄事迹，塑造了革命军队的光辉形
象；大孙庄村党支部的建立和第九分区武
工队战斗故事的宣讲，用身边的党史故事
激发党员干部群众党史学习的兴趣，传承
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现场观众无
不聚精会神，仔细聆听，在这堂别样的“党
课”中再次得到了精神的洗礼。
“今天的宣讲活动，让我对八里台镇域

内的大孙庄村和西小站村的历史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我觉得作为一名青年干部，应该
将这种红色精神继续传承下去，并且坚持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为津南区的绿色
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场宣讲
活动也为八里台镇党建办工作人员窦天
骄注入了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
将激励着她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地拼搏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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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
大事件，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在辛
庄镇的首创光合城社区的党史文化长廊，社
区老党员正在慷慨激昂地为居民们讲解中国
共产党建党100年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

首创光合城社区依托现有的基础设
施，将红色元素融进小区步行道、小广场等
区域，建成后的小区景观由“红色记忆”、

“天津党史”、“天津党建人物”、“长征步道”
等六部分组成，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
辉历程。从五四运动到嘉兴南湖的小小红
船，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在一张张展现时代发展的图片中，大家共同
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无不被先烈们
顽强拼搏、不怕牺牲，为革命事业勇于献身
的大无畏精神所感染。

家住首创光合城社区的张大爷走在

“长征步道”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看着步
道上印着的“牢记使命 勇往直前”、“不忘
初心 继续前行”的话语，张大爷十分感慨：
“走在这条道上，仿佛看到了战士们‘血战
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的场景，正
是那些为党和国家献出了宝贵生命的革命
先辈们，为我们创造了和平安定的美好生
活，我一定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
让他们学习革命先辈，为我们的国家不断

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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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革命先烈都有血肉亲情，但是
他们为了民族大义，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江河奔流的家国情怀我们要牢记。”在
葛沽镇慈一社区的图书室里，一场别开生
面的红色读书会正在举行，大家交流读书
感受、分享读书心得，传承红色经典。

读书会上交流的书籍内容丰富，有的
阅读《沁园春·长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
领南京》等经典诗词；有的分享赵一曼、杨
开慧等革命先烈的家书故事；有的讲述了
自己对长篇小说《红岩》中的女性英雄角色
的感想……“江姐冒着生命危险给组织送上
了秘密情报，被出卖后身受酷刑，却仍旧坚
贞不屈，视死如归，对此我的感触很深。”社
区赵阿姨感慨地说：“《红岩》中的每一个人
物都是立体生动的，让人敬佩，让我觉得今天
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倍感珍惜。”

大家通过阅读了解党史，追寻党的光
辉历程，也在阅读过程中为先烈们坚定的
革命信仰所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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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耳熟能详的长征故事是几代人共同的回
忆，双港镇仁和园社区以长征为主题，为
社区居民送上了一堂特别的思政课。

在飘扬的红旗下，社区党员和群众身
穿红军服，头戴红军帽，手拿武器装备，满
怀着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重走了飞夺
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巧渡金沙江、四渡赤
水、过草地、爬雪山等长征场景，用脚步“丈
量”长征精神。虽然汗水浸湿衣衫，但大家
个个精神抖擞，一起在走中学、在学中思，
感受红军长征时的荆棘载途，缅怀先烈们
的光辉事迹。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而社区就是最

好的课堂，我们会继续让党史教育‘走’进
居民的家门口，创新党史学习载体，丰富党
史学习内容，打通党史教育的最后一公
里，让更多的群众接受红色洗礼，感受红
色文化。”仁和园社区书记张炜说。
记者 周茹涵 王彤 通讯员 刘知源 崔智强

仲夏时节，日渐闷热的天气让不少人对户外
望而却步，然而，在双桥河镇聚和园社区，只要稍
加留意，你会经常看到一辆残疾人专用车穿梭在
高楼之间。车上的人叫葛汝森，是“慈善在我身
边”志愿服务团队的创始人，虽然身有残疾，但像
这样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志愿服务，他已经坚持了
很多年，用奉献和担当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
心和使命。

葛汝森原是双桥河镇柴庄子村村民，从小因病
行动不便。25年前，他的儿子和妻子同时住院，日
渐增加的医疗费用让一家人不堪重负。“当时，是乡
亲们凑了5000元钱帮我渡过了难关。后来柴庄子
村还迁时，我考虑到自己腿脚不便，妻子的病情也
越来越严重，打算选一套一楼的还迁房。区残联了
解到我的情况后，及时和村委会沟通，帮我选到了
满意的房子。”葛汝森感激地说，“受人滴水之恩，当
以涌泉相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党和国家给了
我关怀，这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党的为民情怀。于
是，我决定尽己所能回报社会，希望有一天能够用
自己的努力获得党组织的认可，成为一名光荣的共
产党员。”葛汝森说到做到，从那时起，他便走上了
志愿服务之路，朝着自己心中的目标不懈努力。

2011年，柴庄子村招募残疾人联络员，葛汝森
得知消息后主动报名，尽心尽力地为本村60多位
残疾人提供服务：了解残疾人实际困难、学习最新
政策规定并为残疾人解读、开导残疾人自强自立乐
观地面对人生、给残疾人做红娘……2012年，在入
户走访时，葛汝森发现许多重度残疾人外出理发困
难，于是便联合镇上的七名残疾人专干组建了“慈
善在我身边”残疾人志愿服务团队。他一面花费
2000多元买来10把电动推子，工作服和队旗、胸
标等，一面带领团队成员在每月25日赶往津南颐
养院，为那里的100多名孤寡老人义务理发。同

时，他还带领团队定期为开元之心颐养院、天同福
利院和聚和园社区的老人、孤儿等义务理发，一直
坚持到今天。多年来，他带领团队为颐养院的老年
人理发6000余人次，为社区中需要帮助的人义务
理发5000余人次。

2016年，葛汝森终于实现他的入党梦想，之后
他投身志愿服务的热情更加高涨了。带领团队为
老人们理发时，经常有老人拉住葛汝森的双手不想
让他走，每次听到老人们问：“你们什么时候再来？
我可以去你家住两天吗？”他都非常感动。他说：“我
是一名共产党员，既然有理发的技能，就应该充分利
用、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一直把他们当作
我的家人一样，希望他们都健康、平安……”

葛汝森勤奋踏实工作、无私奉献爱心，不仅让
更多残疾人能及时了解、享受到党和国家的福利政
策，也用自己的真情、热心真诚服务着生活困难人
群。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志
愿者的队伍里来，他的团队也从最初的7个人发展
到现在的100多人。

队伍的壮大也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更好
带领团队为大家服务，他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和专业素质，稍有空闲就看书学习新的政策，坚持
不断的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用党的一
系列理论来丰富自己的政治头脑，牢固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每年助残日，葛汝森带领团队为培智学校的孩

子们送去学习用具和食品，与孩子们互动游戏，让
孩子们感受到党的关怀；高考时节，他带领团队来
到考场门口，为考生加油鼓励并送上免费的矿泉
水，给考生们带来一丝清凉；节假日，他组织队员到
困难群众家中为他们擦玻璃、打扫卫生……他用一
系列的付出，在团队成员间做了表率，更在群众的
心里树立了党员的形象。

在做好志愿服务的基础上，葛汝森还向全镇残
疾人发出号召:“伸出爱的双手，为慈善事业尽自己
的微薄之力，我们身残心不残，慈善的情不残。”广
大残疾人积极响应，踊跃捐款为贫困家庭的孩子买
笔、书包和铅笔盒，用自己的善举唤起了社会对慈
善事业的关注。葛汝森深知投身慈善事业不是朝
夕之功，于是，他还制作了一个捐款箱，每天都放入
一点零钱积攒起来，随时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买生日
礼物和微心愿礼物。几年来，他已记不得自己为贫
困家庭和偏远山区的孩子们买过多少次学习用品
并邮寄到他们手中，只希望自己的微薄之力能够帮
助孩子们走出困境，将来报效祖国。

庚子年大年初五，柴庄子村党员微信群里发出
号召，希望广大党员能积极出列，加入到双桥河镇
疫情防控队伍中来。葛汝森第一个站出来报名，他
说：“我既是党员，又是志愿者，现在党和国家有需
要，我就得站出来，随时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根据
组织分工，葛汝森负责在所居住的友和园小区值
守，为往来车辆喷洒消毒液，为居民测量体温，在楼
洞口询问进出居民居住情况、有无外地接触史等。
每次值岗，他就早早起床为常年患病的妻子做好早
饭再匆匆下楼，中午12点又要赶回去准备午饭。

十几年如一日，葛汝森带领“慈善在我身边”志
愿者团队服务于老、弱、病、残等特殊人群，用自己
的爱心让居民感受党的温暖，用自身的言行感召周
围的同志，让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在自己身上闪
耀发光。数年来他就这样坚持着、奉献着，身残志
坚，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种无私的大爱，把党组织
的温暖传递给每一位群众。

我以我善报党恩
——记优秀共产党员、天津市优秀志愿者葛汝森

■本报记者 陈涛

居民观看社区内的红色景观

最近，历时两个月的第七届津南读书节圆满落幕，全区70
余家单位和团体积极组织广大市民参与其中，在津南大地营造
出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读书节虽然告一段
落，但它不仅展现了津南的城市精神，让越来越多的津南人选
择用书香浸染自己的生活。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

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
学，皆成性格。”英国作家培根曾如此阐述阅读的意义。阅
读开阔视野。从古至今，国人一直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
相提并论，当作开阔眼界、丰富阅历的有效途径。通过阅
读，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领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
塞北风光，畅享“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
春色，岂不快哉？阅读丰盈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书单就
是一面镜子，照出一个人的人生意趣，更照出一个人的价值
追求。从诸子百家到西方经典，从李白杜甫到但丁雨果，透
过一行行文字，我们能与先贤对话，感受文学家的洒脱、思
想家的睿智，进而让心灵得到滋养。
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快来一起读书吧，让生

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读书节。请相信，尽管时间流逝、世事
变迁，我们被书香浸染过的生活，总会充满阳光。

葛汝森在志愿服务活动中

区禁毒办

筑牢青少年“防毒墙”

新时代文明实践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近日，葛沽镇公共安全办前往葛沽第
三小学，牢牢抓住学生返校召开家长会
之机，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结合
案例认真讲解了什么是毒品、毒品的种
类及危害、如何防范毒品侵害等禁毒知
识内容。告诫大家深刻认识毒品对个
人、家庭、社会的严重危害，做到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 （区禁毒办供稿）

近日，咸水沽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
立了“神兽自习室”，广泛吸纳高校大学生
作为志愿者，开展暑假托管服务，为双职工
家庭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许多奋战在一线
的社工、医护人员减轻工作压力。

大学生志愿者在实践所的指导下为
“小神兽们”设计了课业辅导、电影观看、红
色故事分享会、折纸、情景剧等丰富多彩的

课程。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小朋友也和
志愿者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志愿者们用
爱心和耐心陪伴着孩子们，和小朋友们亦
师亦友，相互成长。

为了保障神兽自习室的顺利开展，实
践所指导志愿者们设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和
安全措施，包括班级管理制度、防疫制度、
安全制度、课堂纪律规范、奖惩制度等，比

如接送孩子必须签字确认，确保小朋友的
安全问题；每日测量、登记体温；观看安全
教育短片、树立安全意识；不能无故缺勤、
相关奖励或惩罚等。

每天课程结束之后，实践所指导老师
都会带着志愿者们进行总结。志愿者们轮
流分享自己当天课程中遇到的问题、经验、
感受等，及时调整措施，做到问题及时解决。

志愿者会将每天的总结发到家长群
里，让家长了解孩子每天在“神兽自习室”
的动态，家长们对志愿者们的辛苦付出表
示感谢此举。不仅解了家庭的燃眉之急，
还让孩子享受了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咸水沽镇供稿

咸水沽镇开展暑期托管服务

“神兽自习室”营造快乐假期
津南医院

“无陪护病房”贴心服务

近日，津南医院推行“无陪护病房”服
务，取得了良好效果。“无陪护病房”即病
人住院期间的生活护理，患者进入病区
后，所有的医疗、护理和生活上的服务都
由经过规范化培训的护理辅助人员承担，
无需患者家属陪护。进一步加强了疫情
防控工作，并满足病人及家属的要求，减
轻患者及家属负担，节约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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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新街欣盛家园社区

“搭把手”帮扶困难群众

连日来，双新街欣盛家园社区坚持多
措并举，深入贯彻“党建+社会救助”工作
要求，社区“搭把手”帮扶团长期坚持走家
入户，为辖区内的老人打扫卫生、买菜做
饭，她们的主动作为让帮扶工作更加深
入，更加贴近实际，为辖区困难群体带来
了切实关怀和帮助。 （双新街供稿）

辛庄镇名郡社区

社区里书香浓

近日，名郡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
展了“书香津南”青少年读书日活动。社
区准备了各种类型的书籍，阅读室里孩
子们认真阅读，互相交流，分享读书的
乐趣。通过活动，进一步拉近了社区和
居民间的距离，营造了共同学习的良好
氛围。 （辛庄镇供稿）

我为群众办实事

葛沽镇金龙里社区属老旧小区，平房区管道较细且
受常年沉积淤泥杂物、居民生活排水等因素影响，出现
了下水道阻塞、污水冒溢等现象。为解决这一难题，葛
沽镇相关领导与社区党支部书记多次走访居民征求意
见、赴小区实地勘查，研究确定解决方案，开展了管道清
淤排污行动。

施工人员通过人工清掏，出动高压疏通管道车、吸
污车将淤泥杂物从井内排出的方式，共清理污水井114
个2317米，雨水井38个783米，收水井90个512米，有
效解决了平房区排水不畅、雨季污水外溢进屋浸泡的
问题。 （葛沽镇供稿）

疏通管道解民忧

近日，辛庄镇后辛庄村村民刘大爷的老伴因患病行
动不便，出行只能依靠轮椅，不便去接种点接种疫苗。
村委会得知情况后，立即与三鑫社区沟通，商量对策。
三鑫社区党支部书记徐伟了解情况后，前往刘大爷家
中，背着刘大爷的老伴儿上了大巴车，接种期间全程陪
护，和老两口话家常，了解生活情况，留观后又将老两口
安安全全送回了家。

谈起这次疫苗接种经历，刘大爷竖起了大拇指：“打
了疫苗，我心里更踏实了，家人也更放心了。感谢社区
与村委会的同志们，你们辛苦啦！” （辛庄镇供稿）

行动有“碍”真心解忧

党史“六进”巡回宣讲直播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