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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榜样

用心用情为百姓服务
——记静海区蔡公庄镇党委书记王立新

■本报记者万红

7月14日早上6：39，从塘沽站发车的轻轨9号线“津
滨直达快车”顺利到达天津站，随着“嘀嘀嘀”的开门声响
起，家住塘沽的曹志快步走下车来，准备转乘地铁前往位于
华苑的公司上班。“从周一直达快车开行以来，这是我第二
次乘坐，列车中间只在直沽站停一次，比以往快了不少，一
会儿到公司还能吃个早饭。”曹志告诉记者，“今儿列车上基
本都坐满了，可见大伙儿是很欢迎的。”

与此同时，在天津站二楼高架候车区，从这里开往滨海
站的城际列车也几乎是趟趟满员，仅早上6：30到8：00间
日常就有4趟列车开行。市民杜鑫选择乘坐的是周一刚刚
优化了发车时间的C2557次列车，原先7：52发车调整成了
7：47发车。“别看只提前了5分钟，但对于我来说，确实不

那么赶了。”在列车上杜鑫边看表边给记者算着时间，“单位离
滨海站大概2公里，之前也是坐这趟车，下车差不多8:20，几
乎就是一路冲出车站找共享单车或电动车，再冲到单位，稍微
遇到天气不好等情况就容易迟到，现在的时间那是刚刚好。
哪怕像今天这样赶上雨天也没事，城际快到时我就‘呼叫’网
约车，下火车就上汽车，啥也不耽误。”

作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几天
前，市交通运输委会同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滨海新区政
府、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出台了促进“津城”“滨城”通行便利化
的多项措施，为百姓出行提供新选择。曹志搭乘的“津滨直达
快车”、杜鑫乘坐的城际列车的时间优化都是便利措施中的新
亮点与新尝试。
“根据我们掌握的大数据，目前，‘津城’‘滨城’间每天有

通勤需求的大约25万人，这些人当中约70%到75%的通勤
是通过公路交通也就是班车、自驾车、拼车等方式来实现的。”
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刘道刚说，交通建设要优先服务双城发
展格局，如何更好地通过公共交通的优化配置对“津城”“滨

城”通行方式进行丰富和提升是我们一直在研究和推进的。
不仅涉及轻轨与城际列车，此次推出的便利化措施还包

括公交接驳、绿色出行、改善塘沽站慢行交通条件以及实施轨
道、公交优惠换乘等多个方面。
“比如，滨海站周边的共享单车投放量都是动态合理调整

的，再比如513路、939路缩短了高峰时段发车间隔，947路延
长了最晚发车时间，这些措施都是为的确保能够满足到达乘
客的接驳需求。”滨海新区交通运输局运输服务室工作人员董
珂介绍。
“目前，我们推出的是便利化措施的1.0版本，实施这两

天还是看到初步效果。比如，轻轨9号线塘沽站至天津站直
达列车，4节车厢共约200个座位，周一开行首日有148人从
塘沽站上车，周二这个人数涨到了160人，周三上座率接近
100%。”刘道刚说，“下一步，我们将根据近期摸索出来的数
据与情况，进一步优化提升‘津城’‘滨城’间多样化交通通行
组合方式，进一步优化恶劣天气下的车站接驳，让‘津城’‘滨
城’间的通勤更加便利。”

记者实地体验公共交通优化配置给百姓出行带来的新变化

接驳更快速 双城通勤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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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杜洋洋

炎炎夏日，走进静海区子牙镇东子牙村,但见绿树环
绕，繁花似锦，房前屋后干净整洁，处处洋溢着一派欣欣向
荣的景象。
“我们的村子就像花园一样漂亮！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幸

福。”村民文化公园内，正和几位老伙伴儿乘凉聊天的张大爷
喜滋滋地对记者说。

东子牙村是蔡公庄镇党委书记王立新曾经工作过的
地方。

作为子牙镇最大的村庄，2018年的时候，东子牙村不仅
村内环境“脏乱差”，村集体收入也仅有16万余元，工业更是
一片空白。也正是那一年，王立新调到东子牙村，任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
“立新书记在我们村工作的这两年，村里的环境变好

了，村民的腰包也鼓了起来！”提起王立新，村民们纷纷挑起
大拇指。

小事当大事、瞄准“急难愁”。到东子牙村上任后，王立新
着力解决了“出行难、环境差”这一最直接、最“急难愁盼”的问
题。组织完成了村庄14000平方米面包砖美化以及子牙河
边1400米道路硬化工作，新建了8座水冲式厕所，种植金枝
槐1500株，更新景观树木700多株。修了村民文化公园，建
起了党群服务中心，安装的360盏太阳能路灯覆盖全村，不仅
点亮了村间小路，也点亮了百姓的心。

在大力推进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同时，王立新带领村“两
委”积极探寻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引进种养项目，全
力打通绿色、生态高效农业的发展之路。

2019年村里种植了70余亩烟薯25号试验田，2020年，
又种植了烟薯、西瓜红等红薯15亩，引进种植40余亩藜麦新
品种。告别了大田作物的种植限制，东子牙村开启了绿色现
代农业之路，2020年的村集体收入达到了40万元。
“要把群众当亲人，用心用情为百姓服务。”这是王立新常

挂在嘴边的话。
如今的东子牙村，从曾经的“老大难”村已成功蜕变为了

一个环境整洁、党组织坚挺、制度建设完备的先进村。
2020 年 9月，王立新被区委安排到蔡公庄镇任党委

书记。
进企业、搞调研、促发展……平日里就习惯了忙碌的

他，更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他紧紧抓住蔡公庄镇西洋乐
器制造的优势，从发展地区乐器特色产业入手，带队赴河北
省衡水市音乐小镇考察学习先进经验，以“乐器创意基地”
为发展目标，及时将本镇特色西洋乐器产业纳入全镇“十四
五”规划，突出打造集音乐文化宣传、网络电商销售、制造过
程展览、乐器演奏培训、旅游等多产业结合的“乐器产业一
条街”。

践行初心使命培根铸魂育英才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在天津师范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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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姜凝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
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政治宣言，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的行动指南……”7月14日，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
员、天津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韦勤，在天津师范
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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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勤从“百年奋斗铸就辉煌”“伟大精神引

领伟大实践”“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三个方面，旁征博引、
史论结合，深入阐释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聆听宣讲报
告的党员干部一致认为，报告深入浅出、内容丰富、通俗
易懂，对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具有很强
的指导作用。

报告会后，韦勤还与现场的党员干部进行了互动交流。
天津师大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陈元说：“作为一名基层学

院的党委书记，要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将党的领导贯穿到立德树人全过程，培养

更多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新时代青年。”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教育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到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中去。”
天津师大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高欢说。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

脑、指导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及时将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充分发挥思政课的主渠道作用，引
领学生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天津师大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马超说。

■本报记者陈璠

不久前，在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国家超级计算
天津中心主任助理孟祥飞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
号。在京参加完表彰大会，完成各项任务后，他赶回工作
岗位，马不停蹄投入到工作中，带着初心出发，开启了新
的征程。

当记者联系到孟祥飞时，他又在出差途中。“我自己的成
长得益于党领导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的接续奋斗。作为
科技工作者中的一员，我非常自豪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强起来的参与者。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
誉称号，对于我来说是更大的鞭策。”

作为党培养的一名新时代科技工作者，10余年来，孟祥
飞一直工作在我国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
应用技术研发与开拓一线，以坚定的政治信念，与团队一起缔
造“国之重器”。

在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研制初期，
孟祥飞和团队成员一起，从改造机房、安装电缆等“体力活”做
起，用肩膀把一个个上吨重的机柜分毫不差地安装到位，仅用
7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国外要用1年多才能完成的安装测试任
务，保证了“天河一号”于2010年研制成功，并取得计算性能
世界第一的突破。

此后，他又带领团队向应用创新发起攻关，全面开拓中国
自主“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应用能力，先后牵头研发了核聚
变领域国际首款大规模异构并行模拟软件、材料基因高通量
计算平台、新冠肺炎治疗药物和智能辅助诊断系统等创新应
用，让“天河”这个“超级大脑”在数十个领域广泛应用，累计支
持重大创新突破和成果超过2500项，引领了“计算驱动创新”
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超算事业高度关注，
曾多次视察“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总书记勉励我们‘总
结经验，再接再厉，坚持以我为主，勇于自主创新’，这成为
超算人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40年前，‘银河天
河’团队慈云桂等老一辈科学家喊出‘拼上这条老命，也要
把中国的巨型机搞出来’。今天，我们拥有远比当年更好的
干事创业条件和更广阔的舞台，更应该继承和发扬科技报
国精神，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融进对科学技术的不
懈追求、探索、突破。”孟祥飞说：“当前，新一代百亿亿次超
级计算机研制正如火如荼。我们一定会沿着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坚守入党初
心，勇担时代使命，更加奋发有为，勇攀科技高峰，争做科技
自立自强的实践者、开拓者、引领者！”

争做科技自立自强的开拓者
——记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主任助理孟祥飞

■本报记者高立红

日前，记者来到天津市疾控中心采访张颖，人群中，一袭
蓝地碎花真丝连衣裙的张颖知性温婉，与新闻发布会上干练
的职业形象有些不同，但那双大眼睛还是那样睿智。新冠病
毒引起的肺炎疫情暴发的那段时间，这双眼睛被很多人记住，
她对疫情病毒溯源结果“教科书式讲解”令人折服，被称为“天
津福尔摩斯”。

采访在她的办公室进行。不大的屋子，被插花、猫咪图
案靠枕和粉红色猪猪造型抱枕点缀得生机勃勃。摘下口罩
的张颖，更像邻家姐姐。她微笑着说：“工作太忙时，精神不
免紧张，我自己装饰一番，给紧张的心情调剂调剂。”

张颖真忙。作为疾控专家，她被国家卫健委编入于今
年3月成立的应对新冠肺炎聚集疫情防控常备工作组。今
年4月和5月，先后赴云南瑞丽和安徽六安进行疫情溯源
调查。云南瑞丽是边境城市，邻国复杂国情与疫情状况，
给瑞丽的疫情防控工作增加了难度。张颖和团队在当地
20多天深入一线调查，得出结论，瑞丽的新冠肺炎病毒是
从境外传来的，与邻国曾经发生疫情的病毒株高度同源。
在安徽六安的十几天，张颖和团队不但进行了病毒溯源调
查，还参与到当地社区管控、隔离酒店建设与管理，工作十
分高效。

与此同时，在天津，她分管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也在

全面展开，目前为止达到超过八成的接种率。张颖说，疫苗国家
足额供应，接种能力完全满足，难在组织发动，从辖区政府到街
道乡镇社区，与接种相关的各个行业都很辛苦……

其实，自新冠疫苗接种以来，市疾控中心24小时热线就没
闲过，群众的问题五花八门。张颖指导团队编制了问题答复
口径库，几乎每半月更新一次，每次有十几个新问题加入。

张颖告诉了记者一个秘密，她曾经的梦想是服装设计师，但
报考医学专业后，她就投入地啃了五年“大部头”，从天津医科大
学公共卫生系预防学专业毕业后，张颖被分配到天津市疾控中
心，参与了SARS、甲型流感、MERS、H5N1和H7N9人感染禽
流感防控工作。

天津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出现时，张颖带队第一时间深入“红
区”，流调处置，连续70多个小时不眠不休。相继确诊3例新冠
肺炎后，又是她及时反应，集结专业人员进行流调，近7个小时
在防护服里滴水未进，零下十几度喷淋洗消……最终控制了疫
情播散。

因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专业表现，张颖成为被民众
信任和喜爱的抗疫专家，当被问及对此有何感受？张颖却回
答：“我是一个理性多于感性的人，最怕被人问感受，不如让我
去流调。”

作为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颖既是抗疫现场指挥员，更
是战斗员，危险时刻身先士卒，敢打善拼，用疾控人的担当守护
着人民的健康。

■本报记者宋德松

不久前，百世优货运营中心承接了集团天津区域16
辆自有车辆上车牌业务，时间紧任务重，企业负责人包全
喜犯了难。正当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车辆管理所津东分所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了解企业需
求，并提出了合理解决方案。

业务办理当天，按事前预约计划，百世优货运营中
心将今年首批需上牌的进口车辆，开往车管所津东分
所指定场地，由外检民警进行车辆检查上牌。正当要
开始现场办理车辆检查相关手续时，突降大雨。“当时
我们都觉得今天肯定办不成了。”包全喜说，“我们都劝
民警等雨停了再办吧，但外检民警依然选择了冒着雨
开始做车辆检查工作。”当天，第一批进口车辆外检工
作顺利完成。

据了解，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津东分所
在“为群众办实事”中，提出“想企业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细致入微地为企业和群众办实事”的服务精神
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的服务理念。
在服务过程中，主动服务、靠前服务，为企业和群众想
周到。
“良好的政务服务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我们秉

承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心系大众，让群众少跑
路、少费时间，想企业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从点滴做
起，从小事着手，用热情和真情服务于企业和群众。”车管
所津东分所所长李培钢说。

车管所上门服务
给物流车辆上牌

讲担当 促作为 抓落实

庆祝建党百年，感受辉煌成就，传承
“新安旅行团”精神，天津市少年儿童活
动中心组织开展“童心向党 知行少
年”——新时代“新安旅行团”系列主题
夏令营活动。暑期伊始，带领少年儿童
参观觉悟社、周邓纪念馆、少年儿童党史
馆等红色阵地，描绘红色地图、创作红色
长卷、制作红船模型、观看红色影片，让
少年儿童在实践活动中厚植爱党爱国情
怀，打造新时代的“新安旅行团”。

本报记者王倩通讯员王晓羽摄

打造新时代
“新安旅行团”

用担当守护人民的健康
——记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颖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