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里雨里始终有你

图说 河东

大直沽街道武装部民兵来到社区低洼地段，为居民楼门口垒好沙袋，防止积
水灌入楼道。

上周，受台风“烟花”影响，我市连续降雨，河东区各部门做好应急预案，
应对强降雨天气，为市民生活和出行提供保障。

和进里社区积极应对，提前做好应急物资储备，摸排1楼居民住户情况，为
居民生活提供保障。

在部分积水路段，河东区消防救援支队指战员携抽水泵赶赴出现积水地
区，协助排水部门排除积水。

河东交警支队民警来到易积水和交通信号灯损坏等路段指挥交通，为车
辆安全快速通行保驾护航。

石晓钰文刘泽瑞徐寒冰摄

河东区住建排水部门按照“一处一预案”处置方式，在重点积水点位提
前架设抢险泵，确保水泵及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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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治河东！

法治河东今日头条 法治河东微信公众号天津河东司法

区法律援助中心开展活动

“拥军送法进军营”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为进

一步满足军人军属对法律援助的需
求，确保军人军属得到便捷优质的法
律援助服务，河东区司法局法律援助
中心与军人军属宣讲团律师冒大雨
赴河东区某驻军部队开展“拥军送法
进军营”活动。

活动中，宣讲团律师北京惠诚
（天津）律师事务所丁兆富为官兵们
讲解民法典中与军人军属密切相关
的内容，丁兆富律师是一名退伍军
人，他设身处地的从军人军属的法律
需求出发，以案释法，为官兵们讲了
一堂精彩的法律课；接着，丁律师现
场耐心细致地对官兵们提出的法律
问题进行解答和释疑。法律援助中
心工作人员则向官兵们发放法律援
助宣传手册、宣传品。

虽然天气恶劣，但区法律援助中
心风雨无阻的开展了此次“拥军送法
进军营”活动，官兵们纷纷表示这种
送法进军营的方式增强了官兵们的
法律意识，也为他们解除了后顾之
忧。通过此次活动，让更多军人切实
享受到法律援助服务，为维护军人军
属合法权益起到积极作用。

今后，为持续做好军人军属维权
工作，河东区法律援助中心将进一步
加强与区武装部的沟通协调，以法律
援助中心驻区武装部工作站为基点，
辐射各驻军部队，在驻区武装部工作
站派驻律师定期值班的同时，按季度
常态化开展“拥军送法进军营”活动，
并在活动后根据军人军属的法律需
求进行一对一的法律咨询，切实为军
人军属提供便捷的法律服务。

区律师行业党委组织开展主题观影活动

深刻感受党成立之初的艰辛

七嘴八舌
话文明

■记者 石晓钰

2021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正式施
行。新法第30条明确规定：携带犬只
出户的，应按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
犬绳等措施，防止犬只伤人、疫病传
播。这就意味着，遛狗不牵绳将是违
法行为。

近些年，因遛狗不拴绳、狗狗随地
大小便等引发的侵害和纠纷屡见不

鲜。“养不养犬是个人选择，但既然养
了就要对犬负责、对自己负责，带到外
面就要对他人负责。”在天津站后广场
遛狗的市民刘女士说，“这只宠物狗
我们已经养了13年，算是岁数比较大
的狗了，平时让它跑，它也跑不动，但
我们遛狗一直系着狗绳，这是一种文
明习惯。而且系了绳子还能防止狗
之间打架和传染疾病，也能防止狗跑
丢或者突然窜上马路，系狗绳是为了
安全。”
“还有定期为爱犬注射狂犬疫苗，

关爱犬的健康，定期为爱犬进行健康检
查，防止人畜共患传染疾病，这些都是
为了爱犬和家人的健康。”一起遛狗的
市民陈女士说，她还向记者展示随身携
带的小铲子和袋子。“自己宠物拉的粪

便自己装起来，如果连你自己都嫌脏嫌
麻烦，那我觉得还是别养了。这不是对
宠物好不好的问题，这已经是个人素质
问题了。我们注意从点滴做起，从自己
做起，也是希望通过身体力行使大家对
养犬行为更加包容和理解，文明养犬，
才是对狗狗最好的爱。”

一个牌、一个绳、一个嘴套、一个清
理工具，出门遛狗这些东西必不可少。
“喜欢狗的人觉得狗可爱，但我比较怕
狗，我特别希望出门遛狗的人能给狗戴
上嘴套。有时只是经过身边，狗也会闻
一闻，或者有跑过来的可能，我都特别
害怕。”带孩子来后广场玩的王女士说，
“有了孩子想得就多，每次有狗经过，我
都会拉着孩子不动，孩子也处在对什么
都好奇的时候，真是不能有接触，不知

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危险。经常能看到
狗打架，拴着绳子拉都拉不开，其实带
上嘴套也是为了狗的安全。还有一些
饲养中大型犬的人，有些老人或是年轻
女孩根本牵不住，这样对他人和宠物都
是不安全的。”

��短评：

城市犬只管理看似小事，背后
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追求。文明养犬非一日之功，需要
多方联动，持久发力，需要部门监
管、养宠自律、公众监督等多方面互
相配合。多一分责任，多一分美好，
希望大家共筑文明养犬新风尚，让
文明成为城市最亮丽的底色。

牵紧“文明绳”做文明养犬人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罗
雪莹）日前，在区律师行业党委的组织
带领下，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
党支部部分党员律师、入党积极分子等
参加红色观影主题党日活动，深刻感受
党成立之初的艰辛。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之际，
电影《革命者》《1921》同期亮相大银
幕，用真挚的艺术创作，描绘共产党
人矢志救国的坎坷历程，传递革命者
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时代在变，初
心不变。

此次观影活动，使大家深刻感受到
了百年前的中国，革命先烈们在风雨飘
摇中所发出的光和热，全面了解了建党
初期伟大的革命史诗。
各位党员同志在此次观影活动中

感触颇深，纷纷表示广大党员同志应将
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中华民族大家
庭的理想信念根植于心，弘扬勤劳勇
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挥律师专业优势
特点，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
懈奋斗。

富民路街道组织党员干部参观红色记忆建党100周年文物展

追寻红色记忆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富民路街道

日前组织街域内部分单位党员干部前
往棉3创意街区1921艺术空间参观红
色记忆建党100周年主题文物展，深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接受红色文化和革
命精神文化洗礼。

1958年毛主席在天津视察照片
和底片、周恩来最早的一篇文章《东
关模范学校第二周纪念日感言》、新
中国成立初期天津第一枚党徽胸章、
南开大学五卅运动传单等珍贵革命
文物……这一件件文物，是100年来
恢弘壮阔的党史丰碑的一个缩影，深
刻详实地还原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

历程。现场讲解员为大家生动讲述
了文物背后的故事，让大家进一步感
受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风雨辉煌。
随后，大家移步 1921 沙盘区，

通过专人讲解简要了解了棉三的历
史。棉 3 创意街区前身是棉纺三
厂，历史可追溯到 1921 年的裕大纱
厂、宝成纱厂。而展览所在的 1921
艺术空间就是当时纱厂的仓库。按
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每块砖都被编
上号，再重新修复加固，基本还原了
历史原貌。走过百年的棉三，也见
证了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的艰辛和
不易。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刘文龙）日前，团区委、区青年志愿
者协会、东新街道团工委开展第三
届河东区公益创投项目——“学党
史 强信念 跟党走”参观党史游船
活动。

上午10点，少先队员们在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的带领下登上天津党史流
动展馆海河游船参观游览。该游船收
集了大量的史料照片和文字材料，以
及周邓纪念馆、天津觉悟社等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的珍贵展品，包括“新民主
主义革命”“百业俱兴”“改革开放”“现

代化天津”四部分。大家通过观看各
类史料照片、珍贵展品及海河两岸景
物，聆听讲解员详细介绍金汤桥、觉悟
社、中共中央北方局等海河沿岸红色
遗址，了解天津红色历史，感受天津发
展成就。
活动中，河东区红领巾巡讲团成

员、全国一级星星火炬奖章获得者、
河东区道德模范付慧珍老师为参加
活动的少先队员们送上寄语，鼓励少
先队员们要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
锋，听党的话跟党走，争做新时代的
好少年。

组织少先队员开展参观党史游船活动

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

本报讯（记者 戚帅）日前，河东
区大王庄街道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和
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在诚厚里社区
举办“我是一个兵”主题故事汇活
动。来自大王庄街道和13个社区的
退役军人代表、退役军人服务站、关
爱退役军人协会代表共计60余人参
加了本次活动。

五名退役军人代表现场讲述自
己在部队中战斗、执勤、巡逻、站岗、
执行紧急任务中的真实故事。麟祥
里社区退役军人“神枪手”杨守成同
志为大家讲述了“1964大比武”并受
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
故事，受到大家称赞。曾经参加对越
自卫反击战的退役军人刘宝华，讲述
了 6 次战斗故事，他作为“152 加榴
炮”二炮手负责为大炮装填炮弹，每
天吃压缩饼干和萝卜罐头充饥，但
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他们打

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威风，受到
部队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好评。曾经
多次参加海军重大活动的海军退役
军官孙志才为广大退役军人讲解了
自己参加海军近 30 多年的精彩片
段，还为大家普及了国家海军知
识。来自火箭军部队和中国人民
解放军南海舰队的郭风琴、刘善发
等退役老兵也饶有兴致地讲述了自
己的军旅故事，受到参会者的热烈
欢迎。
大王庄街道关爱退役军人协会

和退役军人服务站为深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历时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街
道13个社区对30多名退役军人进行
走访，走进他们的生活，记录他们的
事迹，留下他们的影像资料，用他们
身上的老兵精神、民族精神，激励所
有人勿忘历史，不忘国耻，并以此向
这些老兵致敬。

大王庄街道举办“我是一个兵”主题故事汇

走进老兵生活 学习老兵精神

日前，东新街道举办“双拥惠军”活动，组织街道退役军人，进行现场免费查体、
理发、养老送餐、政策咨询等项目。 潘莹 摄

本报讯（记者 彭娜）为进一步加强
新党员的教育培养工作，强化党员意
识，提升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日前，河
东区举办2021年新党员“筑基”培训
班，来自全区各街道社区、机关事业单
位、“两新”组织等领域共260余名新党
员参加培训。

培训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紧密结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重点加强党的基本知识、党的历史、
党章党规、纪律作风等方面学习教育。
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详

细解读，引导新党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号召，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把伟大建党精神
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本次培训为期2天，综合运用专
题讲授、视频教学、以案说纪的方式切
实提高新党员培训质量。参训学员纷
纷表示能在建党100周年这个富有历
史性意义的时期参加此次培训，是一
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在今后的工作中
将牢记初心使命、奋勇向前，勇担时代
赋予的职责和使命，努力成为一名政
治合格、信念坚定、行动有力的优秀共
产党员。

河东区举办2021年新党员“筑基”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