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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五个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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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蔓灵）日前，为期三天的和平区“两新”组织党
组织书记第二期培训班在天津市科技工作者之家顺利开班。来自
全区120余名“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参加培训。本
期培训班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设置了党史学习教育、区域政策、党建研讨、参观见
学等四大教学模块。

在开班动员会上，区委党校有关负责同志作开班动员讲
话，区委区级机关工委相关负责人作了“提高组织力，担当新使
命”专题授课。会上还邀请天津女排党支部书记、领队张静坤
结合弘扬新时代女排精神作了《让爱国主义旗帜高高飘扬》专
题报告。随后的培训课程内容丰富生动，学习氛围热烈浓厚。
学员认真聆听并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在学习的最后一天，学员们来到红色教育基地天津市军事管
制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市委旧址纪念馆（张园）进行参观见学，进一
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

坚定理想信念
锤炼坚强党性

本报讯（记者任宝顺）“这是我的手机号和微信号，以后无论
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咱们多交流，要经常联系哦！”……7月28
日，“津和携手 童心筑梦”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与天津市和平区
少先队队日共建活动在张园举行。30余名来自和田地区的“小
巴郎”“小古丽”到和平区开启了一次党史学习教育之旅，同时也
标志着和平——和田携手并肩共同迈出民族团结的新步伐。

活动中，策勒县的学生代表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天津阳
光义工爱心社社长张秀燕佩戴上了红领巾，作为这些同学的特约
大队辅导员，张秀燕生动讲述了她在帮扶新疆学子、推动民族团结
中的感人故事；和平区少先队员优秀代表——来自中心小学的李
书畅和来自鞍山道小学的吴宇桐分别为大家带来主题队课《小英
雄雨来的故事》和《雪山小太阳》；随后，和平区学生代表与策勒县
学生代表结成了帮扶对子，并互赠礼物；和平区融媒体中心还向策
勒县学生代表赠送了《使命之源——天津·和平红色印迹》读本及
和平区红色旅游线路专属明信片和咖啡杯。活动最后，能歌善舞
的策勒县学生为大家表演了精彩的舞蹈节目。

活动前，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的师生代表还在天津市道德
模范、五大道义务讲解员张振东的带领下，到五大道参观学习，
学好党史，进一步坚定师生理想信念，引导他们知党史、感党
恩，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

本报讯（记者张翅）日前，位于天津市和平区中心繁华地段
的金街又被商务部确认为第二批“全国示范步行街”之一。始
建于1902年的金街，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天津近代商
业文明的摇篮和久负盛名的中国著名商业街。2018年，商务
部批准首批11条改造提升试点步行街，金街顺利入选。

历时3年的改造提升中，金街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突出津城
地域特色，在业态布局方面，围绕“一核、两翼、三轴、七横”的空
间规划格局制定方案。在品牌升级方面，瞄准新兴市场需求，
成功引进蔚来汽车中心、NIKE天津全品类旗舰店等近百个首
店、旗舰店品牌。在基础设施配套方面，统筹加快在建地铁4
号线金街区段工程进度，原“北安桥站”更名为“金街站”。

区繁华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我们将推动建立步行街发
展长效机制，在进一步改造提升中，增设智慧化自助服务设施，做
好全方位、个性化的服务配套，充分满足游客个性化的应用需求。

和平区“金街”跻身
“全国示范步行街”

■记者 任宝顺

俗话说“忠厚传家远，家和万事兴。”提
起荣获“2018年天津市最美家庭”和“2019
年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称号的马红一家，那
是人人羡慕的幸福之家，全家7口人，上有两
位老人，下有儿子儿媳，还有一个孙女儿，家
庭和睦，父慈子孝，受到邻居们的一致好评。

马红自参加工作以来，始终奋战在教育一
线，从事班主任岗位。“争创一流成绩”始终是
马老师不懈的追求，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教诲——“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学生健

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以一颗为祖国
教育事业的赤子之心在工作中任劳任怨、
踏实肯干、认真负责。面对无数家长对她
说“把孩子交给你我们放心”时，马红的信
念便更加坚定：“做一名教师，就是要培养
好每一个学生，让家长、让学校放心。”2019
年，她获得了全国教学论文一等奖和天津
市教育论文三等奖、教学论文三等奖的优
异成绩。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尊老爱幼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在马红家
中表现得更细致入微。马红与爱人尤斌

结婚以来，两人相敬如宾，孝敬公婆，善待
父母，有困难互相帮忙，和睦的家庭经常
受到邻里的称赞。在马红的家庭成员中，
都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他们年老体弱，有
的还患有慢性病。为了精心照顾，马老师
与爱人不仅从生活上关心老人，给老人买
衣添物，更从精神上关心他们，一有时间
就陪老人散步、聊天。包括在老人生病期
间，夫妻两人尽全力满足老人的要求，让
老人感受幸福。在公婆眼中，马红就是他
们的女儿，公婆逢人便说：“儿媳就像自己
亲生的闺女，我有这样一个好媳妇，真是我

们一家的福气！”
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平时生活中与学习

习惯中培养出来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马红夫妻十分注重榜样的力量，用他
们自己的话说：“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首
先要做到。”从而创设出良好的家庭氛围，
使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他们的孩
子尤赟小的时候，一身英武的戎装是他最
大的心愿；当上武警后，保家卫国、竭诚为
民又是他最大的心愿，火热的军营，锤炼铮
铮硬汉。尤斌从警期间，获得了“优秀共产
党员”等荣誉称号，并荣立三次个人三等功
和一次集体三等功，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
开马红与尤斌的悉心教导与精心培养。在
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他们的儿媳也在
工作中获得了2018年度天津市档案技能
大赛一等奖和2019年度天津市机关事业
单位青年写作竞赛三等奖的好成绩。

来马红家 感受什么是幸福
——记2018年天津市最美家庭和2019年全国最美家庭马红一家

本报讯（记者马春霖）7月29日，区总工会和劳模协会带领
劳动模范冒雨来到了执勤四中队开展“庆八一劳模战士忆党
史”活动，劳动模范和执勤战士畅谈了学习收获及努力方向。
随后两支队伍签订了《英模共建》协议。

会上区总工会领导为四中队官兵赠送了《使命之源 天津和
平红色印记》一书及慰问品。劳动模范向中队赠送了写有“建党
百年庆八一，不忘初心创佳绩”的特制巨型蛋糕，表示爱军之情。

活动后，区总工会还慰问了执勤五中队、六中队官兵，将慰问
品和印有红色基地的明信片和纪念封赠送给中队官兵，并征求中
队官兵的意见建议，耐心倾听官兵的需求。与此同时，劳动模范来
到帮扶了18年，90岁老军人刘世兰家，为老军人送去了寿桃、水果
和慰问金。据了解，在27年的拥军活动中，区劳模协会开展“三到
五送”活动，使两支先进的队伍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互相帮助，互
办实事。在为困难战士帮扶中，在社会公益活动中，在为残疾人、
退伍患病战士、老军人、困难家庭学生帮助中伸出了援手。

庆“八一”忆党史
不忘初心创佳绩

本报讯（记者任宝顺）前不久，在天津市总工会的统一安排
部署下，区总工会为农民工、困难企业职工和困难职工免费体
检活动圆满收官，共有1100人受益，全面完成了天津市民心工
程与和平区20项民心工程任务，此举进一步推动落实和深化
工会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的重要举措。

多年来，区工会系统高度重视民生工作，把更多的资金用
在改善农民工、困难企业职工和困难职工的生活水平上，把更
优更好的政策落实到职工物质、文化需求上，把更强的服务意
识彰显在提升职工幸福感上，让职工感受到“娘家”的温暖。

据了解，区工会系统承担的民心工程任务是天津市民心工
程与和平区20项民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政所需、职工
所盼、工会所能的实事好事。为保证工作推进顺利，区总工会
结合自身实际，成立了落实民心工程工作的专门机构，负责承
担民心工程任务的日常协调和推动工作。

这项民心工程完成
1100名困难职工及农民工受益

自7月28日晚间台风“烟花”登陆天津
以来，和平区闻“汛”而动，全力以赴，切实保
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做好雨天交通安全保障工作，和平交
警支队迅速反应，启动恶劣天气交通管理工
作应急预案，严守路面防线，扎实做好降雨
天气的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和事故预防工
作。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保障、路面交通巡查
管控、执勤执法安全防护、提示宣传和联动
应急处置，对积水区域及时配合做好清理工
作，全力疏导交通，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

受台风“烟花”影响，和平区多处道路
出现树木倒伏现象，为不影响道路交通秩
序和市民出行安全，区市容园林服务中心
绿化部组织工作人员冒雨进行及时清理，

并对部分树木进行加固。区市容园林服
务中心绿化部部长马纯告诉记者：“我们
接到Ⅳ级响应后，立即出动人员现场巡
视，进行排查，从昨天到目前为止已经对
倾斜的树木、有安全隐患的树木进行整形
修剪，排除安全隐患。截至目前，已经进
行了修剪完毕28株。”
暴雨中，一个个亮橙色的身影温暖了

人心。当天13时，在电台道附近，和平区排
水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们身着亮橙色雨衣，顶
着暴雨，站在积水中，用身体作为警示标志，
引导过往车辆注意绕行和缓行。记者在现
场看到，十余名工作人员从早晨6点多便到
达了现场，开始排水任务。此外，记者在现
场看到，负责排水的工作人员没有一点松

懈，大家各司其职，都在忙着手里的活儿，衣
服、脸上既有雨水也有汗水，虽然大家都穿
着雨衣，但雨衣里面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
整整7个多小时，工作人员没有一刻停歇，纷
纷忙着各积涝点的排水和清理工作。

面对暴雨，作为老年送餐点的鹤寿养
老院提前做好准备，冒雨为社区居民送去
可口的饭菜。记者跟随工作人员一起来到
社区居民家中为老人送餐，尽管一路的雨
水让平日看似很近的路变得有点远，有些
艰难，但是当工作人员把热乎的饭菜送到
居民手里的时候，大家彼此的心更近了。
据介绍，为应对降雨天气可能带来的出行
不便以及居民送餐上门的需求，让社区老
人吃上一口“热乎饭”，鹤寿养老院提前就

做好了送餐准备工作，确保餐品准点送达。
为了减少社区老年人的外出，社区工

作人员和片区民警冒着大雨给社区独居老
人李桂珍奶奶送来食品和蔬菜。将居民群
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实际行动为居民
办实事，办好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李桂
珍老人今年87岁，常年独自居住，是社区
“爱心助空巢”志愿服务的结对帮扶对象。
老人随着年纪增长，行动也越来越不方便，
尤其是下雨天，路面湿滑，为了确保安全，
他们尽量备足老人食物，减少老人外出的
必要性。李奶奶感动地说：“社区工作人员
就像家人一样，时刻惦记着我们这些老人，
总牵挂着我们，处处为我们生活着想，有他
们在，心里感觉特别温暖！”

抗击台风“烟花”和平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张翅）台风“烟花”已渐行渐
远。在这场风雨“大考”中，有这样一群人为
我们“逆风而行”，他们时刻准备冒雨奋战，守
护我们的家园，他们就是城市的“排水人”。
“移动泵车停到这个位置，排水管要铺

的远一些。”“路边的收水井马上打开，那边
的警示架放到检查井上来。”多年始终坚守
在排水一线的殷睿是和平区排水所所长。7
月28日，当记者见到她时，她正沿着浙江路
巡视防汛应急工作，接下来她还要去贵厚
里、八一礼堂等点位巡视。

殷睿告诉记者，接到防洪Ⅳ级应急响应
后，我们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员在岗，高度
戒备，提前布防人力和物资，全面落实各项防
御措施，为迎战台风“烟花”做好全面准备。

据了解，为了做好排水工作，和平区排
水所重点对浙江路朗香街、乐昌里、电台道
等各易积水路段进行提前布防，排水作业
车、泵车目前均在台风“烟花”到来前就已到
达预定点位，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
了坚实防线。

风雨“大考”

和平“排水人”
交出满意答卷

■记者 张昕然

“经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中共天津
市和平区律师救援队临时支部委员会……”
7月27日，正在河南新乡参与救援的天津和
平律师救援队收到了区司法局党委发来的
通知。大家擦了擦满脸的汗水，浑身再次充
满了力量。

谢谢你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7月26日凌晨3点半，救援队终于抵达
河南新乡牧野区，沿途看到被大水淹过的城
区，大家心情凝重，都期待天亮后能尽快投
入战斗。

26日上午，救援队终于在平原体育中心
与押送物资的张永泉律师汇合，大家虽然几
乎彻夜未眠，但都没有流露出疲惫的神情。
平原体育中心是重要的物资集散点之一，来

自全国各地的救援队伍和物资运送车辆在
这里汇合，然后分别输送到受灾严重的区
域。现场忙而不乱、秩序井然，温暖而又火
热的场面激励着大家，这是“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最真实的写照。

在当地志愿者的协助下，刚刚运送到的
物资被迅速清点登记、卸车入库。他们说，这
批物资里的帐篷、雨靴、强光灯等正是当地紧
缺并急切需要的，尤其是大水退去后，很多村
民需要回乡，但房子还无法居住，有了这些帐
篷，他们就可以就地开展重建工作，尽快恢复
生产生活。志愿者里大部分都是当地居民，
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意，对素不相识的天津
和平律师救援队所有支援人员不断表达谢
意。“谢谢你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和平律师，你们真是好样的

河南帝隆车业有限公司的大型仓库，是

当地重要的物资储备点。这里需要完成至少
半年的物资储备，以更好地迎接灾后重建工
作，所以更多的救援物资将在这里集结，同时
也需要更多的人手。天津和平律师救援队的
到来，为他们注入了一股重要的力量。

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政府、企业、组织和个
人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而来。天津和
平律师救援队和来自周边居民、大学和单位的
志愿者一起奋战，脸上的汗水像断了线的珠
子，身上的衣服湿了、透了，直到能拧出水来。

有几个学生志愿者在得知救援队成
员是和平律师后，在休息间隙前来攀谈。
他们中有人刚刚考取了中南政法大学的
法学专业，与救援队自然有亲切感：“和平
律师，你们真是好样的！我以后要向你们
学习。”

大家素未谋面，但都是心系河南、奉献
爱心，希望河南早日脱困的急切心情是一样

的。救援队成员一次次与大家相互鼓励、握
手话别，然后汇入人群，奔向另一车物资。

临时党支部一线成立，激动人心

天津和平律师救援队第一批次的12名
成员中，有5名党员、1名入党积极分子。7
月27日上午，经天津市和平区司法局党委
研究决定，同意成立天津和平律师救援队临
时党支部。

救援队在现场的军用帐篷旁召开了党
支部会议，进一步细化分工、明确任务，对接
下来的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和再部署。火红
的党旗下，阳光洒在每个人的脸上，每一滴
汗水都闪耀着光芒。

中午，附近的村民送来了刚刚做好的盒
饭，前来慰问现场的志愿者们。救援队员们
领到盒饭后，根本顾不得擦拭脸上的汗水，
狼吞虎咽吃了起来。“一个上午的重体力劳
动，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已经饿得前胸贴后
背了”“看看这汗水，这可比去健身房效果
好”大家边吃边说笑着，但是谁也不敢耽搁
时间……

律师救援队成立临时党支部 筑起救灾一线战斗堡垒

区排水管理所工作人员在暴雨中及时清理排水井口，确保排水顺畅。 任宝顺 摄

区市容园林服务中心冒雨对出现倒伏现象的树木进行清理及加固。 张翅 摄 和平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积极投入防汛一线报道。 任宝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