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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贾义清 郭志勇）
西青区中北镇中北斜村2018年出台
了《中北镇中北斜村民自治管理章程》
《中北镇中北斜村规民约》，村民文明
素质大大提升，为了村居长远发展，换
届后的新党支部又将村规民约进行修
改完善，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日前，
记者来到中北斜村一探究竟。

近年来，中北斜村紧紧围绕“为
民办实事、创建文明村”的目标，狠抓
精神文明建设，始终把文明村建设摆

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位置，2017年
荣获了“全国文明村镇”称号。荣誉
激励着中北斜村更加奋进，为了使村
民文明素养不断提升，村居发展更加
和谐，中北斜村制定出台了《中北镇
中北斜村规民约》，并张贴于社区内
的各个楼道内。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纪莹
说：“我们从2018年的时候，制定出台了
村规民约的村民自治章程。村民们都执
行得不错。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也顺

利通过了‘全国文明村镇’称号的复审。”
8项30条章程使村民们自治管

理日趋规范，村民文明素养也不断提
升，然而，中北斜村并没有满足于
此。纪莹介绍说：“因为现在时代在
变，政策也在变，所以在换届之后，我
们重新修订了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
章程。我们严格遵守这个制定章程
的程序，广泛入户征求广大村民群众
的意见建议，统计一下他们需要纳入
村规民约的内容，包括应该修改的思
想和规范的内容。”

新的“村规民约”将垃圾分类、门
前三包、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和古树名
目保护等7项内容都纳入其中，目前已
将新的草案提交镇党委进行审核，预
计7月底，新的村规民约就会出现在中
北斜村的楼道、广场等醒目位置。

为民办实事 创建文明村

中北镇中北斜村完善村规民约规范自治管理

本报讯（记者 张广亮 王艳）红
事新办、白事简办的新风尚在张家窝
镇西闫庄村已蔚然成风。经过村两
委班子和红白理事会的共同努力形
成了良好的乡风，如今，西闫庄村勤
俭节约的多了，铺张浪费的少了，低
调文明的多了，大吃大喝、大操大办
的少了，村民们共享着文明新风尚带
来的新气象。

家住西闫庄村的村民刘大爷前
不久家中突遭白事，慌乱中的他首先
想到的就是村里的红白理事会。

他对记者说：“我母亲一过世，我
就给我们村的红白理事会成员们打
电话。第一时间他们就都赶到了，他
们每个人都有分工，都很专业。因为

当时我们全家心里都挺难过的，很多
的事都想不起来，想不到位，都忘
了。他们就给我们提醒，提供了很多
的方法和建议，我们很受用。”

借《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颁布的东风，西闫庄村大力宣传红
白理事会服务，一改从前村内红白
事大操大办，攀比浪费的陋习，婚丧
嫁娶再不见大棚，村内一如既往的
安静整洁。
西闫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总支

副书记聂永强说：“我们红白理事会自
2018年5月成立以来，对红白理事会
管理规定进行了改革，通过大力宣传
解决村民的思想问题，并且服务到位，
让村民感到温暖。而且，我们管理严

格，杜绝不正之风，千方百计让村民不
丢面子，降低办事费用，使村民信服我
们，更加服从管理。三年以来，村民对
理事会的工作十分的认可。”

2019年西闫庄村率先实现了村
规民约与法律法规“并轨”，通过《西
闫庄村规民约》《西闫庄村民自治章
程》及《红白喜事办理标准》等事项决
议在制度的有效约束下，婚丧嫁娶成
为西闫庄村破除陋习、弘扬新风的最
好突破口，传统乡风“短板”变文明乡
风“跳板”，缺点变成了“亮点”

聂永强说：“下一步，我们将进一
步优化流程标准，充分利用公共设
施，加大补贴力度，倡导村民采用更
文明环保的丧葬习俗。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为村
民们做好服务，引导大家移风易俗，
文明办理红白喜事。”

红白理事会“理”出新风尚
张家窝镇西闫庄村积极探索文明乡风建设

本报讯（记者 郭非 通讯员 姜
哲）近日，在中北镇永发花园小区，
87岁的谷学文老人家中，技术人员
正在安装红外感应探测器。看着这
个手掌大小的白色小圆盒，谷学文
向社区工作人员感慨道:“现在的科
技真是发达，有了这个小装置，孩子
们不在跟前也能放心了。”

仅仅用了1分钟，技术人员袁伟
就安装好了感应探测器，随后，他细心
地为老人子女讲解如何使用装置所连
接的手机APP系统。对于老人们的
疑虑，他一一进行解答:“这个探测器
通过红外线进行感应，发射出来的红
外线呈椎体，辐射范围内每6小时探
测感应一次，不会录音、录像、拍照，所
以不会触及老人们的隐私。”

东姜井社区居委会主任郭宏妍告
诉记者：“我们社区管辖凯信佳园、霞
东里、环东里、日东里、永发花园5个
小区，1680多户居民，其中60岁以上
老人占40%。网格员们在日常走访
过程中，通过入户和检测探测器感应
方式，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老人们的
情况。但是社区老年人因为缺乏对探
测感应器的了解，去年辖区内第一批
只有3户老人报名安装。今年通过社
区工作人员向老年人宣传普及，大家
也都看到了这个探测器确实好用，短
短几天时间，就有22户老人报名。目
前申请安装的还是以独居老人、失独
家庭老人为主。”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越来越多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

独居老人面临着行动不便、缺乏
照料等情况，甚至还会出现一系
列安全问题。作为社区工作人员
和网格员要时时关注，第一时间
掌握老年人在家中情况。所以，
为了防止出现老人在家中发生意
外，而家人和社区工作人员没能
及时知晓，中北镇特地免费为镇
域内符合条件的老人家中安装红
外线感应探测器。

记者了解到，红外线感应探测器
一般会安装在客厅或者厕所附近这
些老人日常生活行动必经区域。探
测器通过红外线进行感应，使老人生
活处于感知的状态下，但不存在摄
像、成像功能，不会触及老人隐私。
老人子女和社区工作人员只需下载
“精华隆智能”APP，或者关注“智慧
感知系统”微信公众号，便可以查看
感应区域内是否有老人行动轨迹，
以确定老人在家中一切如常。如果
24小时以上无行动轨迹感应，后台
系统会通过短信、微信等绑定的通
讯软件推送报警信息，以便老人家
人和社区工作人员及时联系、第一
时间上门查看。

据了解，中北镇目前第一批符
合条件的120户老人家中已完成安
装并正常使用探测器，第二批安装
工作正在进行中。下一步，中北镇
将积极推动“互联网+养老”新模式，
打造科技智慧养老服务，让镇域内
老年人真正实现居家养老、智能养
老、幸福养老。

真正实现智慧养老幸福养老
中北镇东姜井社区为老人免费安装红外感应探测器

“解放前，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
村家庭，吃不饱穿不暖。共产党带领
全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建立了新中国，老百姓的日子才有了
希望……”

在西青区大寺镇南北口雅爱中心
小学“党史宣讲进校园”活动中，一位
老人正在给学生们讲党史课。结合自
身的经历和体会，老人将中国共产党
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娓娓道来，那
洪亮有力的声音、慷慨激昂的状态，让
人难以相信他已是83岁高龄。

宣讲结束后，同学们意犹未尽地
围着老人提问，他一一耐心解答，并勉
励孩子们树立远大理想，努力学习本
领，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讲台上的这位老人，就是曾获得
“天津好人”“西青区道德模范”等荣誉
称号的李德志。这位有着62年党龄
的老党员，退休后把自己的全部热情
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党的思想文化宣传
事业。

宣讲明星“李大爷”
李德志1998年退休后，就来到西

青区大寺镇王村从事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至今已有20多年。曾经从事大专
院校教学和党建工作的他，充分发挥
自己的专长，想方设法丰富村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得到了村民们的尊重和
赞誉，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李大爷”。
“文化是老百姓的精神食粮，要让

先进文化引领群众积极向上。”开展基
层宣讲是李德志的工作之一。作为大
寺镇模范宣讲团成员，李德志运用自
己在职时的授课经验，从党的最新理
论成果，到疫情防控、文明条例、民法
典……通过生动朴实的语言，为基层
党员群众带来接地气的精神食粮。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他更是
不辞劳苦，跟随宣讲团进机关、进学
校、进社区、进村庄，进行多场党史宣
讲。耄耋之年的李德志见证了新中国
的诞生、发展和强大，他用几天时间专
门梳理了党史发展脉络，总结了新中
国发展的重大成就与宝贵经验，结合
自身工作、生活经历进行宣讲，引导广
大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党史、用心铭记
历史。

在村委会，他给王村全体党员宣
讲党的创新理论，并组建群众理论学
习小组，帮助大家提高思想水平；在田
间地头，他为村民传达最新的政策精
神，告诉大家在乡村振兴路上，靠的就
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企事业单位，他
在讲课之余带领大家合唱《我和我的
祖国》，用歌唱的形式激发听众的爱国
情怀……
“李大爷基本都是脱稿讲，引经据

典、深入浅出，这么大岁数了，他一直
坚持站着讲。”“八旬老人都有这样的
劲头儿，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听
过李德志宣讲的人，无不发出这样的
感慨。

“量身定制”精准宣讲
为了在王村工作方便，原本住在

市区的李德志搬到了村委会提供的宿
舍里。在他的宿舍，到处都是党的理
论书籍和折叠整齐的剪报。每当看到
权威媒体上的好文章，李德志都第一
时间剪下来，用红笔划重点，为的就是
给宣讲工作做知识储备。他的每张剪
报都配有“文章摘录卡”，上面详细记
录了题目、类别、来源等。这样的习惯
延续了20多年，这样的剪报共计5万
余张。正是多年的积累，让他在宣讲
中对各类素材烂熟于胸、信手拈来。

李德志的宣讲不但内容丰富、情
感充沛，而且还为不同群体“量身定
制”：给小学生讲，多讲故事；给村民
讲，通俗易懂；给党员干部讲，理论水
平要高……为了提供精准的“点单”式
服务，真正达到入脑入心的效果，他在
每次宣讲之前都认真备课，常常深夜
还在打磨稿子。“不改到满意，我睡不
着觉。”

正是因为精心的准备，让李德志
的每场宣讲都非常精彩，听众反响热
烈。王村艺术团青少年儿童活动负责
人张苓艳说：“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
都特别喜欢听李大爷讲，因为从中能
获得很多知识，对我们党光辉历史的
理解也更加深刻了。”

全情投入文化事业
除了致力于宣讲工作，李德志还

为王村的精神文明建设献计出力。他
参与建设王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
建王村艺术团，邀请专人创编舞蹈，带
领舞蹈队参加各类比赛，获得多个国
家级和省市级奖项。
“李大爷带动了村里各项文化活

动的开展，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
活。一位80多岁的老党员，还不辞辛
苦地在基层发挥光和热，特别值得我
们学习。”大寺镇王村党总支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田金铜说。

前一段时间，李德志因为腰病发
作住院治疗。出院之后，他又带着满
满的精气神儿，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大
街小巷，为王村的文化事业发展奔波
忙碌。说起这件事，他的老伴儿石淑
珍既心疼又无奈：“老李从年轻时就是
一个‘工作狂’，家里的事指望不上
他。这次出院之后，他又坚持搬回宿

舍住，我虽然不放心，但是拗不过他，
只能支持他、照顾他。”

很多人都劝李德志在家颐养天
年，他却说：“只要一站上宣讲台，我就
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只要我还干得
动，就会尽职尽责地讲好每一场。用
一个老党员对党的忠诚和热爱，为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做贡献，为农村的文
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出份力。”

通讯员 杨雅君 杨阳

我要在宣讲台上发挥余热
——记西青区道德模范李德志

作者手记：
想象一下，83岁时，你在

做什么？是在享受儿孙绕膝
之乐、是在和老伙伴们晒着太
阳聊天，还是在旅游、刷视频
或研究养生？

李德志的 83岁，每天在
琢磨着怎样宣讲更受欢迎、
舞蹈队排练个什么新节目、
王村的景区解说词怎样更完
善，且乐此不疲。是什么样
的力量支撑他一直前行？他
把对党的忠诚和对文化事业
的热爱融入血液，把让村民
们精神富足当作自己的奋斗
目标，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
习惯、一种信念。

共产党员无论年龄多大，
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成为一团
火、一束光。我想，这就是信
仰的力量吧。

深化文明单位创建

本报讯（通讯员 朱大通）日
前，全区迎入汛以来最强降雨，
严峻考验西青城市管理系统防汛
工作，区城管委按照防汛预案职
责和工作措施要求，提前明确防
守重点，提早布控力量，第一时
间落实路面清扫、排水作业等措
施，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有效
清理了道路环境，确保人民群众
出行安全。

区城管委召集正在休假职工
全体归队，召开紧急应对会议统
一部署工作。通过监控设备时刻
关注低洼处的积水情况，组织人
员进行积水巡视巡查，对因阻塞
导致排水不畅的点位及时清理。

同时，他们督促各街镇环卫部
门积极采取措施，降雨中适时组织
环卫工人开展清掏雨水井篦周边
垃圾杂物，清理道路漂浮垃圾杂
物，及时清掏抽运环卫公厕化粪
井，防止污物外溢。降雨后开展道
路清洗清扫作业，对因道路坑洼不
平形成的小面积积水采用人工推
水、洗路车收水等方式清理积水，
确保雨后迅速恢复市容环境卫生
面貌。

据了解，西青区城管委作为全
国文明单位，多年来充分履职尽
责，在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中走在前
列、示范表率，为城区精细化管理
做出重要贡献。

提早布控力量 落实路面清扫 监督排水作业

区城管委全力保障出行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高荣荣）为进一
步提高大家面对突发火情的应急
救援能力，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全
面做好消防安全应急反应工作。
日前，西青区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活动。

在空旷地带，相关工作人员
为大家讲解了火灾防范逃生自
救、灭火器材使用方法等基本常
识，让大家对消防安全知识有了
更多的了解。随后，大家现场学
习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并
进行明火扑灭的操作演练。演
示结束后，西青区辛口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焦主任为大家演
示心肺复苏的正确步骤，培训现
场气氛热烈，参训人员认真练
习，热情高涨，切身体验和实践
了心肺复苏救援的全过程。

通过此次消防应急演练活动，
进一步提升了西青区处置突发事
件和科学救援的能力，参训人员纷
纷表示：此次演练实用性强，既学
到了火灾自救方法，又学会了如何
使用灭火器和应急救援的技能。

西青区开展
应急宣传教育
主题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于莎莎 姜哲）
日前，西青区开展了自救互救知识
和技能培训，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紧
急救护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让更
多的人掌握应急救护知识。
“我们要先打开气道，人在躺

着的时候，他的气道是弯曲的。需
要先把病人的头往上扬，这样他气
道才是完全打开，完全通畅的，然
后再口对口吹气……”。活动中，
指导老师一边用人体模型演示心
肺复苏的正确步骤，一边耐心地向
大家普及心肺复苏、AED使用等急
救知识。

大家聚精会神地跟着老师现
场实操，掌握了一定的急救知识和
技能，大大提高了在面对意外事故
和危重病发生时的应急救护能力，
也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突发
事件能正确采取有效救护措施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青区开展
自救互救知识与
技能培训

日前，西青区人民武装部组织
民兵应急分队进行为期12天训练，
训练内容包括防汛演练、抗震救
灾、反恐维稳、医疗保障等。结合
当前汛期雨水多的特点，应急分队
动用冲锋舟、橡皮艇、无人机等装
备在子牙河进行实战化防汛演
练。在演练过程中始终保持高标
准严要求，确保一旦发生灾害能够
统一指挥、快速出动、分工明确、处
置得当，全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训练场与战场贴近，演练与实
战对接，通过本次训练，强化了民
兵实战观念、纪律观念，应对突发
事件的处置能力，有效提高了民兵
分队应急应战能力，促进了全区民
兵应急分队建设水平整体提升。

（通讯员 乌志刚 张良）

道德模范

本报讯（记者 霍亚迪）为切实增
强青少年的国防意识，激发广大学生
爱党、爱国、爱军的热情，近日，西青
区人民武装部工作人员走进张家窝
中学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西青区人民武装部的工
作人员通过详实丰富的资料、新鲜生
动的事例，从国防概念、主体、近代国

防史、新中国国防建设成就、当前国
际形势等方面，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
阐述了建设强大国防的重要性，普及
了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激发了广大
学生勿忘国耻、参军报国、强我国防
的热情。学生们表示，要努力学习，
苦练本领，为祖国的强大和民族的复
兴贡献青春力量。

西青区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

日前，西青警方组织开展处置
“突发”案事件“红蓝”对抗实战演
练。此次演练以实战实用实效为
原则，由公安西青分局模拟“突发
敏感警情”并下达调警指令，参演
单位根据指令第一时间调派街面
巡逻警力、专业处置警力及备勤警
力等应急力量，携带装备迅速到达
模拟警情地点开展现场处置。通
过实战演练，进一步磨合完善西青
警方处置“突发”案事件处置流程
和协同作战机制，达到了预期的演
练目的。 刘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