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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北镇综治办联动
公安西青分局中北派出所在永
旺购物中心开展电信诈骗宣传
活动。为过往群众现场详细讲
解网络电信诈骗的手法和各种
应对措施，帮助群众下载安装
“云剑反诈”APP，进一步提升
了广大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努力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此次宣传活动累计发放宣传材
料 300余份，接受现场咨询 80
余人次。

（通讯员 韩嘉文 张吉来）

日前，杨柳青司法所联合区
编办、德唯律师事务所姚远律师
深入杨柳青镇广汇园社区开展
预防电信诈骗与遗嘱继承专题
讲座。姚远律师运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结合实际案例深入浅出
地讲解了有关中老年人的财产
保护、遗产继承等相关法律法规
内容，从专业的角度帮助社区居
民正确的用运法律依据，处理相
关法律问题。为居民普及了新
型电信诈骗的类型及如何有效
预防新型电信诈骗。姚远律师
还与大家进行了互动交流，现场
解答了居民提出的问题。

（通讯员 武文超）

文明家庭

在张家窝镇翠景园社区，住着这
样一位已经年过七旬的交通安全志愿
宣讲员，她的名字叫做李桂芳，而大家
更习惯亲切的称呼她为“李奶奶”。李
桂芳退休之后，于2007年随儿子来到
西青安度晚年。退休后的她并没有去
“享清福”，而是发挥余热，重新站到三
尺讲台，投身于义务宣传工作。她的
这份热情，也感染了全家人，得到了大
家的鼎力支持。

李奶奶，1967年嫁给当时的大学
老师金文胜，育有一儿两女。儿子在
天津农学院任教，大女儿内蒙师范大
学本科英语毕业，现居澳大利亚，小女
儿现在任教于北京服装学院。李桂
芳，曾在内蒙古民族大学任教。老伴
儿金文胜，1964年毕业于河南郑州农
学院，后分到内蒙古民族大学任教。
三个孩子们都十分优秀，除了他们自
己努力外当然也离不开父母的家庭教
育。李奶奶家的家训是：重道德休养，
严情操品性，家和万事兴。

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李奶奶的家
和谐美满。但是，本来退休以后便可颐
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李奶奶却与交
通安全义务宣讲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奶奶对交通安全的关注，不得不
说起1996年的那一天，她亲眼目睹了
一场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交通事故，感到
万分难过，久久不能释怀。从那一刻
起，她就下决心要在青少年中普及道路
交通知识，用自己的行动为他们筑起一
道远离交通事故的安全防护墙。

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
自学枯燥难懂的法律法规实属不易，
一开始三个儿女担心李奶奶去做这些
事情身体吃不消，李奶奶年纪已经大
了，又要照顾身体不好的父亲，而兄妹
三人因为工作原因不能时常照看父

母，担心李奶奶一个人太辛苦，老伴金
胜文心里知道李奶奶心愿，说服了三
个儿女，在家人的支持下，怀揣着志愿
宣讲梦的李奶奶凭借着她的信念和毅
力，竟然通过了交通部门组织的正规
志愿宣讲资格考试。

为了能够让孩子们便于理解那些
单调枯燥的法律法规，李奶奶针对不
同年龄段的孩子准备了不同的备课讲
稿，并利用快板形式把交规编成顺口
溜和小故事，最特别的是自己和老伴
一起亲手绘制了一张张生动有趣教学
挂图和交通标志牌，来增强讲课效
果。那一本本泛黄变厚的书籍、一摞
摞密密麻麻的笔记，一张张细心绘制
的教具，无不凝聚着两位老人无数的

心血和日夜的操劳。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悉心准备，终

于在1998年，第一次登上学校的讲
台，用40分钟声情并茂的讲课换来孩
子们的热烈掌声时，她觉得700多个
日日夜夜的刻苦自学，值了。

就这样，李奶奶的志愿宣讲之路
一走就是23年，从最初到各地毛遂
自荐，到逐步被媒体和社会所关注，
越来越多的学校邀请她讲课，在那些
日子里，李奶奶顶风寒，冒烈日，奔波
各地院校、社区、企业，累计听课人次
达到十余万，无论多远的距离，无论
怎样的环境，凡是有需要的地方，她
从不拒绝和犹豫，而是积极主动的用
朴实的语言、生动的案例、一腔的真

情播撒着志愿宣讲的爱心善举，体会
着作为一名志愿的乐趣和自豪，而这
些更少不了幕后的老伴对李奶奶的
支持。

可是，2011年，老伴儿金文胜不
幸得了脑梗，从老伴儿患病那天开始
至今，李奶奶十年如一日照顾老伴
儿。一边风雨无阻的志愿讲交通安全，
一边用她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生活
的重担。李奶奶说，只要他活着，这个
家就在，我就会一直撑下去。孩子们也
会在节假日、周末过来照顾患病的爸
爸，减轻李奶奶的负担，让她有更多的
时间来创作，来磨炼自己的宣讲内
容。正因为全家的支持，宣讲之路，李
奶奶没有因为家里的重担停止过。

如果你和李奶奶接触过，你一定
能够感受到她身上所散发的同龄老人
所没有的激情和澎湃，每次当她谈起
志愿宣讲的经历，总是那么的兴致勃
勃和慷慨激昂。很多人也曾对李奶奶
执着和坚持表示不解，说李奶奶，您看
您这么大岁数，每天还要四处宣讲多
辛苦啊，忙活又不为利，是不是为了出
名啊？每当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李奶
奶总是微笑着答道：“做这么多宣传，
我就是为了扩大影响，让更多的人珍
爱生命。我愿意把宣讲交通安全知识
的志愿者一直做下去。”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真情
奉献23载，不为名，不为利，这是两
位老者对孩子的无限关爱，这是两个
普通人对人生价值的不懈追寻，这是
两位人民教师对社会的一种义不容
辞的责任。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夕
阳最美，晚照情浓。李桂芳家庭，用
爱助推公益事业发展，用真情共筑美
好明天！

通讯员 刘会博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记天津市文明家庭李桂芳一家

本报讯（通讯员 刘岳）为维护
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西青警方加大对辖区安全
隐患排查力度，先后查处多起非法储
存、运输危险物质案件，及时排除了安
全隐患，有效净化了辖区治安环境。

近日，公安西青分局交警支队
西青开发区大队民警在大寺镇芦北
路执勤时，发现一辆轻型封闭式货车
行驶异常，靠近后车内传出阵阵刺鼻
气味。民警在检查中发现，车内装有
大量汽油。经讯问，驾驶员王某某交
代了拉载390公斤汽油准备运往他
处进行销售，没想到路上就被交警查
获了。随后，王某某被移交大寺派出
所处理，现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日前，公安西青分局特警支队
三大队联合王稳庄派出所，在王稳
庄镇某小区附近将非法储存危险
物质的赵某某抓获，当场查获汽油

约65公斤。经民警工作，现已被
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前不久，公安西青分局特警支
队二大队联合中北派出所，在中北
镇复康路桥附近将非法储存危险物
质的司某某抓获，当场查获汽油约30
公斤。经民警工作，现该人已被依法
予以行政拘留。

警方提示

非法存储、买卖汽油的行为不
仅扰乱市场，更严重危及周边建筑
物和群众的生命安全。不顾及生
命财产安全，贪图蝇头小利，发生
危险，损失的不仅仅是金钱，更可
能是宝贵的生命。

广大群众应到正规加油站购
买汽油，切勿通过存在严重安全隐
患的非法存储点进行购买。一旦
发现有该违法行为，请及时报警。

加大查处力度 排除安全隐患

西青警方严厉打击非法储存、运输危险物质行为

本报讯（记者 周华莹 任乐）为
丰富社区老年居民的晚年生活，提供多
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日前，西青区西营
门街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据了解，西营门街综合为老服务
中心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现场设置

了一级老人家食堂、健康驿站、失能老
人护理站、日托、代缴代办、家政预约、
安全监测、紧急呼叫、生活服务等基础
功能和其他特色服务，充分实现了现
场服务与上门服务对接、线上服务与
线下服务融合。

据了解，按照建设片区日间照料
中心的要求，目前，该街已建成7家日
间照料中心，其中5家正式投入运营
并全部实现社会化运营管理，提升服
务水平；同时，在14个党群服务中心
均建设了社区为老服务站点，通过“党
建+养老”的形式，以党建工作促养老
服务提升，形成覆盖全街的养老服务
网络，依托区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逐
步初实现智慧养老管理、现场服务、居
家养老上门服务等功能。

让“养老”变“享老”
西营门街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许逸飞 马云静）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顺民意、
得民心的民生工程。李七庄街自开
展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以来，在补齐基
础设施短板、完善老旧小区居住功
能、创新方式激发老旧小区活力，综
合治理村改社区，给居民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变化，让他们感受到了“幸福
来敲门”的喜悦。

李七庄街津涞花园是有着21年
房龄的老旧小区，如何改善人居环
境，激活老旧小区的活力，李七庄街
以“楼门文化”为抓手，以楼门长为骨
干，开展了“家风家训”楼门创建工作
的积极探索。

该社区9号楼1门，就是该项目
其中的一个楼门，起名为“睦邻安
居”，该楼门居民在楼门栋长的带领
下，从召开楼门全体会议、楼门整体
构思、策划、设计、楼门细节打造方案
到具体实施，邻居们分工有序：每两
户负责一层，有的住户将自家能用于
楼道装饰的手工作品十字绣“梅兰竹
菊”四幅作品奉献出来，有的住户将

外孙的绘画作品、以及求助名师书写
绘制写有“睦和、“宽容”等字样的作
品进行装裱，用来装饰各自楼层。
“住了21年了，变化特别大，尤其

是最近这几年，小区里道路平整了，
楼道里干净了。我们幸福感特别强，
现在就和邻居商量着一起把我们的
楼道建设得更好，自己亲手扮靓我们
的楼道，我们的环境，觉得是件特别
有意义的事情，而且还能增进我们邻
里感情，特别好。”居民王大娘说。

楼门创建工作，是社区居民直接参
与创建的一种大众文化活动。同时通过
楼门创建，拉近了邻里之间的关系，增强
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
样，邓店社区作为李七庄街2021年村改
社区的点位之一，邓店社区和邓店股份
经济合作社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将小区
打造成宜居的人居环境。
“在多年的创文工作中，我们一

直在不断提高小区环境及秩序，不断
加大社区管理，增加垃圾清理力度，
规范停车秩序等。比如我们在楼门
前合理施画了机动车停车位，并设立

规范停车指示牌。再如为消除安全
隐患，在楼门张贴了电动车禁止进楼
的提示，并在楼侧专门施画非机动车
停车位。在去年的全区创文工作中，
我们联合物业集中对小区楼道内堆
物进行了清理，粉刷了墙面，并在日
常生活中及时维护，防止反弹，彻底
解决了楼道内堆物、张贴小广告等顽
固问题。”李七庄街邓店社区的一位
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通过多年创文工作，邓店社区不
断提高小区的环境水平，增强居民文
明行为的意识，让居民对创文工作有
了更深的认同感，让居民更愿意积极
配合创文工作，有更多的参与感，从
中获得更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据了解，李七庄街于近期召开了
2021年创文重难点问题专项推动会，
对全街创文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认真梳理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进一
步厘清创文责任清单，抓基础、攻难
点，确保责任和成效落到实处。他们
将针对线缆杂乱问题召开调度会，对
社区内车辆乱停乱放、楼道堆放杂
物、不文明养犬、建筑外墙脱落等社
区治理顽疾进行全面摸底治理。同
时，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交通秩序、
道路停车秩序开展集中整治，提升城
市管理精细化水平。

老旧小区扮靓楼道添活力
村改社区集中整治换新颜

李七庄街探索社区管理新方法

本报讯（通讯员 史利军）日
前,西青区普法办、区司法局联合
杨柳青镇综治办、禁毒办的工作人
员们深入杨柳青镇英伦名苑社区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由普法志愿者与专职
人民调解员组成的“法律服务轻骑
兵”为居民发放《宪法知识宣传册》
《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重拳
出击——扫黑除恶》《法律援助知
识手册》《西青区公共法律服务》等
宣传资料并进行详细讲解，同时工
作人员还向现场群众积极推广
“12348”天津法网、法治西青微信

公众号、公共法律服务掌上平台，
并现场指导群众如何使用，让群众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便捷高效的法
律服务。

此次宣传活动，既提高了社区
居民的法律意识，又增强了社区居
民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和用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能力，为
营造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打下了
坚实的法律基础。

西青司法部门普法宣传进社区

本报讯（通讯员 刘岳）西青公
安始终坚持打防并举，紧盯人民群
众深恶痛绝的“盗抢骗”等违法犯
罪行为，以实际行动践行“我为群
众办实事”活动。

近日，西青区辛口镇当城村周
边连续发生多起路灯电线被盗案
件，致使夜间四周漆黑一片，在造
成经济损失的同时，也给周边群众
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公安西青分局辛口派出所接
到报案后，立即组织警力开展调
查，发现这几起案件的作案手法十
分相似，初步判断应是同一人所
为，且嫌疑人有可能会再次作案。

在继续开展工作的同时，派出
所组织警力对可能发生类似被盗
案件的区域进行了全面排查，并制
定了周密的蹲控方案。7月11日

上午，民警在冒雨开展工作时，发
现一男子形迹十分可疑，当其准备
下手实施作案时，被早已布下天罗
地网的民警当场抓获。

据嫌疑人李某某交代，自己无
固定的经济来源，平时无所事事到
处闲逛，偶然发现当城村一些路段
人流稀少，便动了去偷路灯电线后
卖钱的心思。]
“6月中旬，我买了把镰刀，将

它绑在了一根4米左右的木棍上。
没事的时候我就在附近溜达，趁没
人的时候就用‘长镰刀’将路灯电
线砍断，再用随身带的钳子将电线
另一端剪断，然后就直接卖到废品
站去，先后三次共卖了600余元。”

经民警工作，犯罪嫌疑人李某
某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路灯“剪刀手”抓你没商量
西青警方破获连续盗窃电线案

本报讯（记者 周华莹）日前，西
青区残联举办2021年残疾人工作者
骨干培训班。

培训班邀请了天津市残疾人社
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就业保障科
科长讲解《残疾人就业相关政策》，天
津市残联维权部相关负责人对西青
区残协工作进行辅导。通过培训，更
加深入了解了国家、天津市的残疾人
就业政策、就业补贴、就业渠道和就
业形势；对全市残协现状、工作职责
和残协换届工作开展更多地理解；对
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更加清晰。残疾
人工作者认真聆听，受益匪浅，纷纷
表示回到岗位后，用所学到的政策知
识，更好地服务于残疾人。

培训中，还对全区在2020年度
残疾人工作中，表现突出的25名“优
秀残疾人专职委员”进行了表彰，并
颁发荣誉证书，3名优秀残疾人专职
委员做了经验发言。

区残联举办
残疾人工作者
骨干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霍亚迪）为进一
步增强群众国防观念，强化群众国防
意识，日前，西青区国防教育委员会

办公室、西青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办公室联合西青区人民武装部在张
家窝镇四季花城社区开展了一场国
防教育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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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防教育
知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等方面，深入
浅出地为社区居民们阐述了建设强大
国防的重要性。随后，还为过往居民发
放宣传页、纪念品等。通过此次活动，
不仅增强了群众的爱国主义意识和国
防观念，还营造了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建设国防的良好氛围，使居民群众更好
的掌握了国防知识和技能。

西青开展国防教育进社区活动

李桂芳在演讲

�▲图为服务中心内景

▲老人在服务中心查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