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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视点

暑期出游 文明同行
□ 筱 辰

国网天津城南公司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述往思来 汲取红色精神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陈靖）自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国网天津城南公司明确学习
重点、细化学习安排、严抓学习实效，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有序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学懂弄通作实上
下功夫、为群众办实事中求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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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嘹亮的宣誓声响
彻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大厅，城南公司应
急抢修中心党支部的党员们正面向党旗重
温入党誓词。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城南公司的党员们先后实地走访参观张
园、觉悟社等红色教育基地，一堂堂生动实
践“党史课”不断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
热情。

城南公司构建“分级分类专题学—广
泛深入交流学—多样形式丰富学”的学习
体系，系统性、多角度、深层次让广大党员
干部深刻领悟“能、行、好”的历史逻辑。“自
学集中结合学”、“线上线下联动学”等形式
让党员干部进一步学深悟透党史材料；组
织领导班子成员及先进模范深入一线讲专
题党课，开展“支部书记党史讲评展”、“红
色足迹践初心”等多元教育活动，引导党员
干部清晰认识党的奋斗历程、深刻领悟革
命精神；建成“一基地两长廊”红色阵地，展
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和城南公司的
发展历程，举办“红歌联唱望征程”“重温经
典忆峥嵘”等群众性活动，不断推动群众性
主题宣传教育接地气、传得开、叫得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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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楷模’‘改革先锋’张黎明同志结
合电力志愿服务经历谈党史学习教育感悟

对我触动很大，我将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切嘱托，并以黎明师傅为榜样，用实际
行动为全社会提供优质可靠的电力服务，
争做老百姓的‘电力暖心人’。”城南公司员
工陈沼宇在参加“楷模引领 为民服务办实
事”主题活动中有感而发，这是他今年5月
成为预备党员以来，首次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随着本批新发展党员的加入，今年城
南公司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党员人数已突
破231人次，与16家社区建立常态联系机
制，排查用电隐患、解决用电困难，切实在
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成果中彰显党

史学习教育成效。
为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城南公司充分聚焦客户群众实际需求，
制定《“我为群众办实事”十项举措》，让服
务“走出去”、把问题“带回来”、变“坐商”为
“行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办到群众心
坎上。聚焦“升级服务”，完成10个老旧小
区线路改造工程，成立不停电作业党员突
击队，综合运用机器人带电搭火等多项技
术创新升级检修模式，先后开展辖区居民
用电架空线路不停电改造，累计减少4576

停电时户数，真正实现居民用电不间断、供
电可靠有保障。聚焦“延伸服务”，深入发
挥电力服务红网格优势，拓展服务内涵、延
伸服务半径，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开展
志愿活动，广泛宣传电价普惠政策、用电安
全知识，为8个社区老年用户建立“夕阳
红”服务档案，解决老年人购电、办电不便
的问题，切实打通供电服务“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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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急、难、险、重，越要奋勇前进。
我们要细化工程收尾工序，精算到每分每
秒，确保津门湖工程高质量按期完成……”
时值端午佳节，仲夏夜的津门湖工程现场依
旧灯火通明，津门湖项目临时党支部书记郭
智利正在为工程冲刺阶段的安排部署作最
后动员。津门湖新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作
为天津市打造能源电力“双碳”先行示范区
的重点项目，从3月项目开工以来，各参建
单位通力合作、竭诚配合，创造性推动工作
进展，工程全面竣工将成为国际领先样板
示范。

为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城南公司积
极贯彻落实与辖区政府、重点园区及重点
用能企业战略合作协议，组建一支党员占
比超过90%的“双碳”柔性团队，压茬推进
津门湖新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津南
区燃煤锅炉改造等78项“双碳”先行示范
区任务清单，年内完成电能替代电量2.8亿
千瓦时。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通过支部联创共建、成立党
员突击队等形式对接国家会展中心建
设，按时高质量完成会展中心周边24个
配套项目送电，平均接电时长压缩至24
天，全力保障了国家会展中心一期工程
按时顺利首展。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旅游不文明行
为记录，3人因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刻画城砖被
列入，至此，已有38人被纳入旅游不文明行
为“黑名单”。这份“黑名单”对旅游不文明行
为起到了教育和震慑作用，更为大家的暑期
出游提了个醒。
文明旅游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各地、各

部门也纷纷采取完善立法、强化宣传等方式
努力营造文明出行的社会氛围。然而令人遗
憾的是，从乱写乱画到插队加塞，从聚众喧哗
到随地吐痰……每逢节假日，总有一些不文
明出游的现象被曝光。
旅游是一项发现美、欣赏美、享受美的活

动，给大家提供了接触自然、愉悦身心的机
会，而在旅游过程中展现文明形象，营造良好
环境，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因此，每位游

客都应积极争做文明旅游的践行者，自觉遵
守《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从自
身做起，遵守法规，恪守公德，讲究礼仪，爱护
环境，文明游览；遵守公共秩序、互相礼让，不
随意插队;爱护公共设施，保护景区的生态环
境和文物古迹，不乱涂乱画，不乱扔垃圾；真
正做到文明礼让、文明用语、文明娱乐、文明
就餐、文明购物，以文明言行举止展示自身良
好文明素养，为津南的地区形象增光添彩。
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

起，从点滴做起，把文明记在心里，落实在行
动中，共同营造文明、友善、和谐的人文旅游
环境，向世人展现津南百姓良好的精神风貌。

最近，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以“青春礼赞 百年芳华”为主题组织开展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党史学习教育共建暨
展示汇报活动。创新形式、红色共建，进
一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活动中，红歌合唱《保卫黄河》、退伍
大学生演讲《军营中的我们》等轮番上演，
大家或激情澎湃、引吭高歌，或以亲身经
历讲述奋斗岁月，表达着对党对祖国的深
切热爱，更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的精
神风貌。原创话剧《沸海方舟》中，青年大
学生们把革命先烈于方舟的事迹搬上舞
台，将其领导农民运动、被捕英勇就义的
故事表演得细腻入微，激发起全场观众的
共鸣与深思。

活动中，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
院还同中国银行西青支行签署党建共建

协议，并举行揭牌仪式。双方将在未来开
展定期党建交流、联合党日活动、人员培
训、社会实践等，并融入预防网络金融诈
骗等专业宣传和学生团队志愿服务等内
容，携手构建双向受益、共同提高的党建
工作新格局。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党委
副书记宋媛说：“通过理论共学、资源共
享、活动共办、品牌共树等方式，我们
将借鉴先进共建单位党建工作的好方
法好经验，持续深化党建品牌创建等工
作。比如，以翔宇青年工作室为重要
抓手，依托‘话剧+征文+比赛+展示’
四位一体，带领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化、有序化、常态
化开展。”

记者 沈欣 通讯员 杨晓颖

南开大学举办党史学习教育展示汇报

青春礼赞 百年芳华

城南公司工作人员检查充电桩安装情况

镜像
津南

小手拉大手
安全伴你行

现场模拟如何安全过马路

交警演示骑电动车的正确方式

交警讲解头盔的佩戴方法

7月18日，公安津南分局交警支队举办“小手拉大手 安
全伴你行”暑期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主题活动。活动中，
身着警服的小“交警”们首先为大家表演了交通安全手势操，
并发放了宣传材料，提醒大家出行注意交通安全。随后，在
交警的指引下，家长和孩子们亲身体验看交通信号灯和过马
路的正确方式，深入普及了交通安全常识。 记者 于素懿

“小交警”向群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材料

“忍疾挨痛，借我南行，待到瘟去，重返
众怀。”这是津南区中医医院中医科主治医
师梁利月逆行武汉、抗击新冠疫情临行前
的“出师表”。从医15年来，他不忘初心，
坚持以患者为本，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无论是在津南中医医院，还是在武
汉江岸方舱医院，他都用行动践行着自己
的担当与使命。

在门诊工作中，梁利月以提升专业素
养为目标，立足本岗，认真钻研业务。门诊
之余，他发现了一些因心理问题而致病、致
苦的患者，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梁利
月为他们进行心理咨询，不少青少年在他
的辅导下渐渐走出阴霾，重归校园，他义务
奉献，分文不收。梁利月常常挂在嘴边的
座右铭是：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愿庇护一
方。正是他这份守护精神赢得了津南区患
者们的爱戴和信任，2017至2019年，梁利
月的门诊连续三年年服务人次超过1.5万，
获患者赠送锦旗20余面，患者人群也渐渐
拓展到大港、塘沽、河西、东丽等周边区域，
为更多的患者送去了杏林的春暖和橘井的
泉香。

新冠疫情的发生，牵动着全国人民的
心，也让梁利月十分揪心。2020年2月9
日凌晨，睡梦中的梁利月突然接到电话，问
他是否愿意支援湖北，他毫不犹豫地报
名，毅然决然地随天津第五批支援武汉医

疗队飞往武汉。
到达武汉后，梁利月与天津医疗队的

同事负责江岸方舱医院B区。武汉的初春
寒湿若蛊，冷刺入髓，医疗队员个个身体不
适，梁利月也不例外，但他始终咬紧牙关，
除了用出发前自备的中药自调身体外，还
用针灸帮队友缓解各种新疾旧患，成为医
疗分队里名副其实的小队医，几天的调理
后，大家都恢复如常。

虽然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戴着口罩，压

着紧紧的护目镜，但梁利月对工作的标准
一点也没有降低。中药调理方案因为不具
备抓药和煎药条件而无法实施，针灸治疗
更因属于高暴露操作被搁置，这让梁利月
犯了难。这时，他想起了指压穴位按摩，不
能动针，但可以教患者自己指压穴位按摩，
来模拟针灸效果。他将指压穴位的方法向
患者陆续推广，在他的帮助下，一些患者发
热、颈痛、胸闷、食欲不振等症状都有了不
同程度的缓解。看到患者经过中医治疗方

法有效，病情得到缓解后，梁利月心里有说
不出的高兴。

2月25日凌晨，已经在武汉支援半个
多月的梁利月回忆着方舱医院里的点点滴
滴，有感而发，仅用半个小时便仿歌曲《成
都》填词一首，名为《方舱》，从方舱患者的
视角，以细腻感人的笔触，描述了方舱里那
些感人肺腑的场景。同样由梁利月在江岸
方舱休舱期间编辑的《津南区第一批支援
武汉医疗队援鄂大事记》一书，图文结合，
笔触生动细腻地记录了津南区第一批支援
武汉10人小分队平凡而伟大的经历，阐述
了他们是如何在最危险的地方，与最恐怖
的病魔殊死搏斗的点点滴滴，为津南区抗
疫史志留下浓彩的一笔。

江岸方舱医院休舱后，梁利月圆满完
成任务随队回到天津。他说：“驰援武汉
37天，我无怨无悔，这场缘分，让我实现着
‘用生命续染党旗的鲜红’的同时，更让我
心灵获得新的成长，更深刻地体悟到什么
是包容、什么是珍惜、什么是感恩。”随后
的日子里，他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拓
荒牛”的架势走进病房，一边工作一边深
入学习西医，为新病房的运转默默努力、
无私奉献着。

这就是梁利月，一位用平凡诠释职业
担当的中医医生，一颗“不求闻达于诸侯，
但愿庇护一方”的杏林青子，一只渴望以
“明医”之格局翱翔于津南百姓心间的岐黄
雏鹰。他以实际行动，扛起了白衣战士的
责任担当，他是津南最美“逆行者”。

最可爱的人
医者亦战士仁心映初心

——记天津好人、津南区中医医院医生梁利月

■记者 李莹

梁利月在进行西医学习

为更好地引导大家养成光瓶饮水习惯，减少水资源
的浪费，树立文明节水新风尚，近日，津南区水务局发出
“光瓶行动”节水倡议书，号召大家从点滴做起，珍惜生命
之源。

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在召
开会议、举办展会、组织调研考察等活动时，尽量减少瓶
装饮用水的使用，可采用提供热水、小瓶装饮用水等形
式；宾馆、酒店、展览场馆等单位在承接会议、展会等活动
时，提供瓶装饮用水时应使用小瓶并配置识别标识，方便
参会人员识别本人取用的饮用水，同时在会议活动场地
组织张贴节水“光瓶”等节水宣传标识，提示参会人员将
饮用水喝完，未喝完的随身带走。

针对瓶装饮用水生产企业，倡议书号召企业可根据
市场需求生产小瓶饮用水，在包装上印刷节水标语和识
别标识，引导消费者节约水资源。

此外，倡议书还号召要进一步加大节水教育宣传推
广力度，将节水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中小学、高校教
育教学内容；要充分利用各种场所，抓住各种契机，常态
化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水宣传，营造节约用水的良好社会
氛围。

记者 刘文姝

光瓶行动
珍惜水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