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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视点

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绘画

师生一起进行科学实验

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观绘画作品展

“膀爷”，请穿衣服
□ 筱 辰

最近，津南区各街镇、各社区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夏令营活动，如“奇妙科技·津彩少年”青少年科普、“党在
我心中永远跟党走”主题绘画作品展、津南区“津彩假日”
红领巾夏令营，还有社区未成年人安全教育等主题活
动。活动课堂进社区，不仅让青少年儿童沐浴在清凉的
文化清风里，还让他们收获了充实的暑期生活。

记者 董昭义 通讯员 张丽 崔智强

学生在进行立体拼图

津南区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启动15-17周岁青少年疫苗接种
7 月 24 日，津南区全面启动

15到 17 周岁青少年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在 10个临时接种点、20
所学校，近 700 名医护人员及千
名疏导服务人员，倾力服务接种
工作。

在作为临时接种点的葛沽体
育馆，学生们依次排队，进行信息
登记、核对，有序开展接种和留
观。场馆内外，由区教育局、家长
及志愿服务人员时刻忙碌在值守
点位，疏导、释疑，确保接种工作高
效推进。
“为了做好15到 17周岁青少

年接种疫苗的工作，区教育局成
立了一个近百人的工作专班，并
且划分了统筹协调、接种统计、
宣传引导、督导督查四个大组。
区教育局的干部，包联10个接种
点和 20所学校。”津南区教育局
相关负责同志向记者介绍说，
“我们指导学校做好‘一校一策’
的方案，结合学校到接种点的路
线、学校人数等实际情况，分时
段、分班级、分批次让孩子和家
长们进入接种点进行接种。

为了化解家长们的担忧，区
教育局还和区卫健委、区疾控中
心沟通，邀请医师提前入校提供
“一对一”咨询服务。

未成年人疫苗接种不同于成人
的关键点在于登记环节，既要录入
青少年信息，又要输入监护人信
息。因此，不少临时接种点均提前
增设登记台，保障流程顺畅与科学。

据了解，现阶段在未成年人中
使用的新冠疫苗是北京生物和北京
科兴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也就是之

前在18周岁以上人群中广泛使用
的疫苗，免疫程序为两剂次，两剂间
隔时间为21天。8月中旬，津南区
将陆续对15-17周岁青少年进行
第二剂接种，同时，启动12-14岁
青少年的第一剂接种。

记者 沈欣
通讯员 崔智强 张骁

医务人员为学生进行疫苗接种

五黄六月，户外纳凉的人群中不时会
出现袒胸露腹的汉子，在京津地区，人们
习惯称其为“膀爷”。“膀”字顾名思义，描
述的是赤裸上身的状态；“爷”字则更加传
神，不仅刻画出了其本人目中无人、为所
欲为的态度，又表明了社会对这种不文明
行为的厌恶和调侃。

穿戴整齐一直是个人修养的重要体
现，《弟子规》就教导人们着装务必做到

“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诚
然，“膀爷”的初衷只是消暑纳凉，主观上
并无恶意，但即使如此，袒胸露腹的做法
也着实不妥。

其一，违规。2019年5月1日起正式
实施的《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要求，
市民在公共场所应做到着装整洁得体，言
行举止文明，并明确规定对在公共场所赤
膊的，不听劝阻的，由接到报警的公安机

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
百元以下罚款。由此可见，膀爷们是违反
《条例》的行为。其二，不雅。大庭广众之
下袒胸露腹，既有碍观瞻破坏城市的文明
氛围，又背离功德有损自身形象——年轻
人赤裸上身会徒增“痞”气，让人觉得浅
薄粗鄙；年长者赤裸上身则有损威严，难
以获得大家的敬重。其三，不美。经过
全区上下长期的不懈努力，津南的自然
环境和人文环境如今有了显著提升，绿
色屏障内、海河故道旁，突兀的出现一
位极不和谐的“膀爷”，难免使美丽的风
景大打折扣。

城市呼唤文明，文明浸染城市。津南
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
关系到每个津南人的切身利益，更需要每
个津南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从文明着
装做起，拒当“膀爷”，共同建设文明和谐
的美丽家园。

“如果要用叶子拼贴一只恐龙的话，都
需要什么形状的叶子呢？需要椭圆形、心
形、长条形……”在双新街“食物森林”里，
一场以“探秘树叶”为主题的小课堂正在进
行，孩子们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用收集而

来的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叶子拼接成不
同的小动物。
“食物森林”是双新街在津南体育公

园内打造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教育基地，作
为全区首个“食物森林”，在经过一年的

精心养护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
美景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是居民们近距离
感受大自然的绿色空间，还是集食物种植、
土壤修复、资源回收、社区共建、劳动实践
为一体的生态基地，内有多层种植园、免耕
花园、廊架种植园、浆果园等12个区域，种
植了包括草药、水稻、水果蔬菜等在内的
200余种植物，在这个由居民志愿者一手
打造的“秘密花园”内，大家享受到了从
播种、培育到收获的全过程。“这一年，我
们种植了很多薄荷，艾草等，我们发现有
些作物更适合我们津南本地的土壤，有些
则不然，通过生态种植的方法，再结合这
一年的摸索，有些品种还会再调整。”
“食物森林”管理人员李娟介绍。

用废弃自行车和轮胎搭配多年生花
卉打造成四季皆景的小花园，通过好氧堆
肥技术将厨余、落叶制造为有机肥……在
这个动手实践的乐园中，生态营造和自然
教育等互动体验的方式，让每一个参与者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感受得更加
深刻。

双新街宣传文化办公室负责人张丽
说：“接下来我们还会重点结合二十四节
气，开展一系列适合老年人和青少年参与
的动手实践活动，让他们去观看学习我们
的生态水池如何循环利用雨水，然后动手
参与科学种植，讲解垃圾分类的知识等，
让大家学会如何在生活中减少碳排放，培
植孩子们循环利用和生态环保的理念，让
他们也能在动手当中培养爱劳动的美好
品德。”

记者 周茹涵 通讯员 张丽

“老兵永远跟党走”

慰问演出

走进小站镇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4周年，在“八一”建军节前夕，由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区关爱退役军
人协会主办的“老兵永远跟党走”慰
问演出走进小站镇，为退役军人及
其家属送上了一场文艺盛宴。

演出在大合唱《我是一个兵》中
拉开帷幕，随后，二胡独奏《奔驰
在草原千里》、独唱《中国永远收
获着希望》、歌伴舞《阳光路上》、
山东快书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
用高亢的唱腔、优美的舞姿、诙谐
幽默的语言，赞颂了军人无私奉
献、保家卫国的高尚情操，讴歌了
军民一家亲的鱼水深情，精彩表演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今年5月，津南区组建了由退
役老兵参加的退役军人文艺宣传
队，队员们认真排练，精心组织
演出，每逢“八一”建军节、国庆节
等重要节日，这些退役军人组成
的“文艺轻骑兵”下连队、进社
区、到企业开展慰问演出，进一
步彰显退役军人良好精神风貌
和风采，营造关心国防、尊崇军
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记者 于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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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津南区图书馆启动一年一次
的图书更新工作，为全区108个分馆、基层
服务点更新上架图书6480册，轮换3311
册，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历史
地理、实用技术、生活常识及少儿读物等
多个类别。

津南区图书馆用心为群众办实事，为
广大市民精心挑选图书，提供最新最好的
图书资源，坚持读者至上，积极完善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通过更新服务满足群众阅读
需求。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文化事业主阵地
作用，推动各社区、基层服务点开展“读书

夏令营”活动，打造“15分钟阅读圈”，让群
众不出社区就能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家
住双林街泓春社区的王丽经常和孩子一起
到社区阅读室借阅书籍，她说：“现在在家门
口就能借书，不仅节约了时间，还提供了阅
读的平台，让我们养成了多读书善读书的良
好习惯。”

社区基层服务点实现了图书馆服务的
均等性、便利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阅读的
基本文化权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记者 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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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区建区前后的党建工作
解放后，津南区党组织领导全区人民

先后开展了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
织、整党整风等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重
要工作，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发展生
产、恢复经济，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1935年初，小站一带开始有党的活
动，建立了小站特别党支部领导农民斗
争。1946年初，冀中区党委领导津南县
委，在大孙庄一带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
与敌人进行斗争。1948年12月20日，津
南地区解放，津南县委改建成天津县委（天
津县所辖现津南地域有三市四区。咸水沽
市、小站市、葛沽市，一区的部分、二区的全
部 、三区的部分、四区的全部。建立市委、
区委和市政府、区政府）。

天津县委在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同时发
展共产党员，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首先
公开党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将解放前入
党的党员进行登记，并恢复组织关系，让
党员置身于群众监督之下，努力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其次，在群众运动中物色经过
实际斗争考验的先进分子，积极慎重地吸
收入党，建立村党支部。据1949年4月
12日天津县党组织和党员统计表反映：一
区：25个村，有党员的村22个，原有党员

12 人，现有党员 100 人，男 82 人，女 18
人。二区：36个村，有党员的村22个，原
有党员1人，现有党员42人。三区：25个
村，有党员的村11个，原有党员7人，现有
党员62人。四区：37个村，有党员的村
20个，原有党员4人，现有党员72人。建
国后党的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天津县
委举办三次党员培训班，葛沽、小站、咸水
沽 3个镇发展党员 80名，建立党支部 9
个。到1949年底，组织发展工作步入正
轨，区境内党支部已发展到80多个，党员
发展到750多名。

为纯洁党的组织，1949年8月5日，天
津县委做出秋前建党与加强组织工作的指
示。一、二、三、四区区委将基层党支部大
体分为三类：第一类组织纯洁，作风正派、
团结，党群关系好，支部能起到领导作用，
工作能完成，占有党员村的30%左右。第
二类组织基本纯洁，但党员数量少形不成
核心领导，在监督帮助下能完成任务，占有
党员村的60%以上。第三类组织成分不
纯，政策不能贯彻，主要干部和个别干部被
地主掌握，占有党员村的10%以下。根据
以上情况各区区委开始着手加强基层党支
部工作。经过20天的整支后，各类支部都

有明显的进步。建区前进行的整党，纯洁
了党的组织，保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
利进行。

1953年5月14日，撤消天津县，成立
南郊区。全区有3个党总支、32个党支部，
共有党员1039人。区工委注重加强党建
工作，按照“积极慎重，逐步巩固，逐步
发展”的建党方针，坚持党员条件，严格
入党手续，有计划、有重点、有准备地发
展党员。一是在青年和妇女中发展党
员，二是在落后的自然村发展党员，三是
在党员数量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的单
位，如公私合营商业、手工业、小学等发
展党员，加强党对这些部门的领导。组
织部专门下发了《关于支部如何发展新
党员的参考提纲》，并要求下乡干部和业
余组织员投入建党工作，在运动中发现、
考察、培养入党积极分子，保证党员质
量，壮大党员队伍。从 1953 年到 1956
年，全区共发展党员779人，其中农村占
85%，有560名新党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
的正副主任，社务委员、生产大队长，基本
上做到了每个互助组、合作社都有党员。
此外，还发展了116名劳动妇女入党，为发
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区工委在加强组织建设的同时，在作风建
设上抓得也比较紧，对党员干部进行经常
性的监督教育。成立了监察委员会，向党
内的资本主义思想、违法乱纪和危害农
业生产的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极大地
教育了各级干部，保持了党的队伍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区工委还在思想上宣传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粮食定购、定销、定
产及组织全区党员干部学习贯彻“八大”精
神等工作。

1956年6月13日至16日召开南郊区
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号召加强党的组
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加强全党团结，发扬谦
虚谨慎、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以保证党在
农村中搞好生产、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
任务的胜利完成。津南区建区前后的党
建工作，在津南的历史上永远留下光辉的
印迹。

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津南区图书馆启动图书更新工作

阅读伴身边 盛夏书香浓

“食物森林”志愿者在清理杂草

我为群众办实事

津南区双新街打造社区生态基地

“食物森林”建在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