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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艳 马其杰）日
前，西青区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
主题实践活动。

活动由西青区市场监管局主
办。活动现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向参加活动的餐饮企业代表宣读了
《中国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中
餐饮服务经营者应采取的相关措施，
详细讲解了法律法规中的详细内容，
提出为防止食品浪费应采取加强人
员培训、提升餐饮供给质量等要求。
随后，餐饮企业代表纷纷上前签订了
《西青区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承诺书》，
此举进一步增强了餐饮企业及个人
反食品浪费的法律意识，有利于西青
区形成崇尚节约新风尚。

西青开展反对
浪费崇尚节约
主题实践活动

说起高跷，可能很多人都有印象。
除了穿新衣、放鞭炮，能够欣赏到平日
里看不到的高跷表演，是不少人儿时过
年最期待的事儿。伴着喧天的锣鼓声，
簇拥着踩高跷的队伍，总能让人感受到
无穷的欢乐和轻松。

在西青区中北镇曹庄子村，也有这
么一支高跷队，他们不仅有戏剧扮相，还
有卧剑、挎篮、背剑、叠腰、抱腿叉、坐盘
叉等高难度动作，他们就是曹庄同利文
武高跷老会。从清朝光绪年间成立至
今，曹庄同利高跷老会发展传承了五
代。如今，新鲜的“血液”在队伍里流淌，
使这个历史悠久的高跷老会，释放出勃
勃生机。老成员毫无保留地教授着新成
员，新成员刻苦努力学动作，他们共同的
心愿便是把这项传统文化辈辈传下去。

打花脸、戴头饰、绑腿子……曹庄
同利文武高桥老会的队员们早早开始
了装扮，他们要为村民们献上一场经典
的高跷表演《渔樵耕读》。

曹庄同利文武高跷老会第五代会头
于俊彭：“现在在表演的是13岁到21岁
为主的年轻人，是我们老会的第五代传人
了。我的爷爷于维和是第二代，他们也是
以文跷为主，不是以武跷为主。到第三代
的时候老会头金振日，请老师教我们系统
的演出。到第四代的时候，我们就能把文
武高跷表演展现得淋漓尽致。”

穿毛跟头、吊毛跟头、抢背跟头、脑
腱子、摔叉、鲤鱼打挺，侧扑跪起、三角
顶倒立、蝎子钩、一盆花、飞叉、摔大叉、
铁板桥，乌龙绞柱等动作在这里被进行

了重新组合，他们表演的精彩，老百姓
看的高兴，但不得不让人想起那句老
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陈晓秋是队伍里最小的一位成员，
今年13岁了，学习高跷技艺已经4年
了。“开始挺辛苦的，身上总有伤，但是
每次一有演出，看到大家那么喜欢看我
们表演，我就特别高兴，后来就慢慢喜
欢上了，再苦再累我也坚持。”他说。

高跷会俗称缚柴脚，踩高跷，是我
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民俗舞蹈之一，作为
逢年过节的文化大餐，深受群众喜爱。
高跷会有文跷、武跷之分，文跷主要表

演走唱，有简单的舞蹈动作。武跷则表
演倒立、跳高桌、叠罗汉、劈叉等动作。
曹庄同利文武高跷老会就是一个文武
全能的团队。时间的年轮在增长，转眼
间它已经一百多岁了，寻找新的传承
人，成为了大家的心事。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现在的年轻
人而言，高跷似乎没有当年那么强的吸
引力，大多数的年轻人更喜欢现代潮流
的表演风格，像高跷这类传统的表演方
式，很少有年轻人去关注。“在2019年
的时候，老会一些老人和我，去村里召
集小孩进入到这个团队。当时招进来

有20多人，到后来一点点儿地磨合排
除，也有家里的人有阻力，他们觉得学
习不到传统文化，还怕有危险、耽误学
习，渐渐就有孩子不来了。”于俊彭向记
者道出了心里话。

不过，经过一轮轮的筛选，留下来
的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高跷的好苗
子。经过曹庄同利文武高跷老会的历
练，孩子们不但学会了高跷技艺，强健
了体魄，还减少了玩游戏、上网的时间，
看到这样的效果，家长们也渐渐接受了
孩子加入这个团队。

曹庄同利高跷老会自组建以来，已
走过100多年的历程，尤其是2000年
以后，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他们都
参加演出表演。会中经典的保留节目
是《渔樵耕读》和《八仙祝寿》。

曹庄子村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马
学震说：“曹庄子村一直以来对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都特别重视，从场地、服装、
活动时间上给队员们搭建了村级平台。
另外现在这些第五代的队员们，他们非常
热爱这项活动，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放在
了传承传统文化的排练上，我们被他们这
种执着劲儿和对传统高跷技艺的热爱所
感动。我们责无旁贷，给予他们更多的支
持，要把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担起来，要
把这支历久弥新的队伍保护好、发展好，
让更多的孩子爱上我们的传统文化，爱上
我们的高跷，让传统文化辈辈相传。”

记者 贾义清 卢海林 任乐
通讯员 李淑起 姜哲

把传统文化辈辈传下去
——记西青区中北镇曹庄同利文武高跷老会

本报讯（记者 蔡莹莹 曹雪 张
禹昊 通讯员 张璐）近日，全国多起
电动车爆燃事件触目惊心，电动车上
楼“入户”引起的事故已经成为居民
生活安全的“噩梦”。为彻底杜绝电
动车爆燃引起的各类隐患，精武镇通
过疏、导结合的方式，在部分小区安
装电梯智能监控系统，坚决对电动车
进入电梯行为说“不”。

在精武镇民兴家园小区，居民小
张推着电动车，和平常一样径直走进
了电梯。可是，这一次电梯门关不上
了，刺耳的警报声也突然响起，着实
把他吓了一跳。

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该小

区的电梯智能监控系统正式投入了
使用。“刚才那种情况是电动车进入
了我们的电梯智能监控系统。这个
系统是通过摄像机内置AI芯片来
识别电动车，并与后端数据库进行
对比，识别出电动车并报警，同时输
出报警信号使电梯门不会关闭，直
到电动车推出电梯，电梯门才会关
闭。”小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

据了解，精武镇民兴家园的电梯
智能监控系统投入使用，除了智能监
控系统全时在线监控外，在小区的管
理中心，管理员看到管理中心可视化
报警弹窗后，可以通过客户端进行进
一步远程喊话提醒，并手动解除报

警，恢复电梯正常运行。居民王盼对
记者说：“我们经常在新闻里看到，电
动车在楼道里突然着火，小区安装这
个系统挺好的，电动车进不了楼里，
第一减少了消防隐患，第二不占楼道
空间了，安全放心。”

精武镇副镇长程浩向记者介绍
说：“精武镇在民兴家园、盛兴家园、
国兴佳园，3个小区108部电梯安装
电梯电动车阻车系统，以技防的形
式，防止电动车上楼充电。”

同时，精武镇还针对群众电动
车充电的需求，在多个小区设置集
中智能充电棚，居民可通过“一车
一卡一位”方式，刷卡或者手机扫
码即可开始充电，智能充电系统会
根据电动车型号、新旧程度匹配适
宜电流，在充满或者到达指定时间
后，自动断电。在方便群众生活的
同时，为人民生命安全筑起坚实
“防线”。

坚决对电动车进入电梯行为说“不”
精武镇在108部电梯安装智能监控系统

本报讯（通讯员 赵金婉）小楼门
映射大社会，小楼门体现大文明。为
进一步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居民归属
感、幸福感，巩固全区创文成果，杨柳
青镇碧泉花园社区结合各楼门特点，
建设各具特色的“楼门文化”，带动居
民共同打造“共建 共治 共享”的基
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碧泉花园小区将创意元素加入楼

门文化中，广泛征询居民意见，利用
社区居民的智慧更好地提升楼门文
化品位，更大限度地激发居民的自治
意愿和参与热情。尤其是“书香文化
楼”，楼道上悬挂的是社区居民书法
爱好者书写的名言警句、诗词歌赋
等；“儿童友好楼”，一幅幅油画、素
描、简笔画张贴于楼道内，把楼道装
点得十分漂亮且富有童趣，孩子们还
可以利用在楼道内身高尺和小黑板
进行游戏学习，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

时间。
“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碧

泉花园社区通过打造特色楼门文化
引领社区党员干部和居民群众积极

参与到建设文明美丽家园活动中。
走进社区，整洁有序的环境、各具特
色的展示、温馨和谐的邻里关系，都
能让人们真切感受到文明的温度，触
摸到文明的脉搏。

下一步，杨柳青镇将继续推动楼
门文化创建，坚持“一楼栋一主题、一
楼门一特色”，让楼门文化成为文明
展示的平台，为巩固全区文明创建成
果、服务居民等各项工作的开展注入
新的动力。

共享邻里情谊 共建文明社区

镇碧泉花园社区打造特色楼门文化

本报讯（记者 芦晓冰 卢海林
刘天麟）家里阳台空间小，平时晾衣
服、晒被子没地儿，这可能是很多居
民都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儿。杨柳青
镇把办好民生小事作为头等大事，因
地制宜规划建设公共晾晒区，切实解
决群众身边的难事儿。

上午9点，记者来到杨柳青镇莱
茵小镇社区，看到充满暖心的一
幕。在小区阳光充足的地方，社区
为居民们设立了专门的公共晾晒
区。趁着好天气，小区的居民们便
不约而同地把家里的被子、厚衣服

都拿出来晾晒。
居民徐奶奶高兴地说：“以前晾

衣服还好说，就是晒大件的被子厚衣
服不方便，在阳台晒，晒不透。下楼
晾又怕丢了，拉绳子晾，还不美观。
现在好了，我们有固定的地方了，很
方便。”

对于小区内不少居民来说，晒
衣难一直都是困扰他们的问题。如
何解决晒衣难，减少晒衣过程中的
邻里矛盾？莱茵小镇社区倾听群众
呼声，经过多方研究，建成晾衣晒被
点16处，全方位满足居民的日常晾

晒需求。
公共晾晒区的建设是杨柳青镇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
个缩影。杨柳青镇坚持“开门搞活
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下“绣花
功夫”探索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下一步，
杨柳青镇将在宁福苑小区、广汇园
小区、柳溪苑小区、时代豪庭小区
的 22 个点位完成公共晾晒区的建
设工作，切实解决楼区居民晾晒难
题，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
处，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让群众分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共享
高品质幸福生活。

一起感受阳光的味道
杨柳青镇将在22个点位建设公共晾晒区

本报讯（通讯员 吕田）为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弘扬法治精神，日前，由西青区委宣
传部、西青区普法办、西青区司法局
共同举办的西青区“红心向党 法润
西青”法治文化节启动仪式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法律知识竞赛
决赛在西青区融媒体中心举行。

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法律知识竞赛活动作为法治
文化节活动的首场，由西青区委
宣传部、西青区委党校、西青区普
法办、西青区司法局联合举办。
通过线上线下，初赛、复赛的激烈
角逐，最终杨柳青镇、精武镇、经

开集团、西青区教育局、西青区人
民法院、天津圣纳科技有限公司
六支代表队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
的决赛。

法治文化节活动期间，西青区
将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大力宣传
习近平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突出“红心向党 法润西青”活动主
题，重点开展普法大讲堂、民法典
法律知识竞赛、法治文艺演出、法
治书画摄影展、原创主题普法作品
展播、“闪动西青”法治快闪活动等
十项法治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在全
区掀起学法用法的新高潮。

上图为活动现场

红心向党 法润西青

西青法治文化节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钟辉）为推进
法治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进一
步培养“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
在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化解社会矛
盾、推进村（居）民自治的能力，西青
区982名“法律明白人”完成了网上
学习培训。
“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

培养工程是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
内容，是全面依法治区的基础工
作，按全市统一要求，到 2022 年
底，每个村至少培养3名“法律明白
人”，培育1名“法治带头人”。自
培养工程实施以来，西青区采取
“党委领导、政府实施、部门共育、
依靠群众、共治共享”模式，经过选
拔、培训、建册管理等环节，建立了
一支982人“法律明白人”“法治带

头人”队伍，不断提升基层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的能力和水平。各街镇积极组织
村（社区）“法律明白人”报名、学
习，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法律知识讲座、培训等形式，
经过一个月的学习，提前完成学习
任务。

接下来，西青区将结合“乡村
振兴 法治同行”专项活动，针对
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以巡
回普法大讲堂、以案释法、法律服
务轻骑兵为主途径，持续开展“法
律明白人”培养工程，不断增强“法
律明白人”法治素养，提升运用法
律知识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能
力，为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奠定坚实
基础。

西青982名“法律明白人”完成网上学习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胡予哲）在
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成果
的路上，作为文明单位，精武镇盛
兴佳园社区步稳蹄急，扎扎实实走
稳每一步，丰硕成果离不开志愿服
务的帮助。盛兴佳园社区发掘“志
愿+”模式，将社区志愿服务队融入
到群众生活的各个角落，有力推动
着社区文明持续进步，促进社区和
谐稳定，让文明的种子在社区悄然
生根发芽。
“志愿+环境”美化人居环境，

保障居民平安。社区志愿者以整
治“脏、乱、堵”等为重点，持续进行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开展“春风十
里 护绿有你”系列活动，修剪树枝
和草坪绿地，志愿者与社区青少年
共同认领植物或绿地，规范“绿色
行为”，劝阻毁绿折枝的行为。同
时，志愿者定期开展“楼道革命”，
进一步整治社区环境，畅通消防通
道，避免因火灾意外事故造成的人
身财产损失。
“志愿+文明”宣传文明理念，

践行文明行为。盛兴佳园社区开展
移风易俗系列活动，尤其是祭祀方
式，今年的清明节更多的居民们摒
弃了老旧的祭祀方式，用文明共祭
的方式表达哀思，致敬为救国救民
牺牲的先辈和英雄。垃圾分类是文
明新风，志愿者持续开展各种类型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根据不同人群，
根据不同特点，进行针对性宣传，集
中宣传、垃圾分类立体书、垃圾分类
挑战赛、垃圾分类积分兑换、垃圾分
类知识竞赛等等，让垃圾分类宣传
活泼起来。
“志愿+关爱”敬老爱老护老，

打造和谐氛围。孝老爱亲是我国

传统美德，志愿者永远走在关爱老
年人的路上。在盛兴佳园社区老
年人阳光驿站，总能见到志愿者的
身影。最新的法律法规宣讲、老年
人手机课堂、防电信诈骗等内容，
将老年人需要的送到他们的心
里。巾帼志愿者每周去到老人的
家中打扫卫生，送去关怀，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了培养
青少年孝老爱亲意识，减少代际沟
通障碍，特长期开展“关爱银龄健
康 呵护银龄身心”项目，让青少年
为老年人测量血压，增加爱意暖暖
的关怀。
“志愿+普及教育”播撒科技

之光，充实精神世界。盛兴佳园
社区科普志愿者今年组织了科技
花火训练营，丰富青少年对科技
和自然界的认知，让训练营成为
引导和培养科学梦想的“孵化
器”。法治科普志愿者针对和居
民生活最相关的法律知识进行
讲解，涉及养宠、开车等类型的
居民，他们在朋友圈、微信群和
线下都进行了宣传，让居民成为
知法明理的好公民。传统文化也
是中华文明，志愿者开展“我们的
节日”等活动让社区居民了解文
明的根源和演进，深刻对文明的
理解。

盛兴佳园社区通过“志愿+”模
式的融入，不断扩大群众性精神文
明的覆盖面，志愿红本身即是散发
光芒的文明风景线，他们在各个角
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沿途尽是一
道道鲜艳的文明风景线，切实提升
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持续助力
创文成果巩固，让文明之风的旗帜
高高飘扬！

“志愿+”模式让文明在这里安家
精武镇盛兴佳园社区创新管理新方法

深化文明单位创建
日前，西青区司法局开发区

司法所联合经开集团相关部门
组成“法律服务轻骑兵”，共同开
展了民法典专项法治宣传活
动，并邀请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
务所江岚律师举办民法典合同
编解读培训讲座，全面讲解民法
典时代下企业发展的热点法律
问题。活动中，由普法工作人员
为在场企业干部职工发放法律
知识手册等普法资料，积极宣传
法治思想教育。

（通讯员 魏春萱）

日前，西青区司法局辛口司
法所法律服务轻骑兵服务队，深
入新惠园社区开展了专项法治
宣传活动。宣传中，工作人员重
点向社区群众宣传讲解了人民
调解、法律援助等相关法律知
识，用朴实的语言告诉大家，身
陷矛盾纠纷时不要苦恼，矛盾纠
纷调处化解机制就在群众身
边。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
资料150份，受教育群众达到60
余人。

（通讯员 张扬）

日前，西青区司法局开发区
司法所开展司法行政工作开放日
活动，邀请辖区内企业和群众代
表来司法所参加开放日活动。
活动中，司法所工作人员首先向
大家介绍了司法所的主要工作
职能和服务内容，随后邀请代表
们观摩各功能室的布局、设备，
并详细介绍了司法所管理和业
务办理的运作模式，进一步增加
了大家对司法行政的了解和认
知度。参观体验结束后，该司法
所还邀请代表们参加座谈会。

（通讯员 魏春萱）

居民们在装饰楼道

曹庄同利文武高跷老会成员们在表演《八仙祝寿》 田建摄（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