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人善举 ●榜样的力量

图为袁媛

在河东区人民法院有这样一位法
官，她始终在公正的践行司法为民宗
旨，真正把信任、责任、奉献作为自己的
座右铭，坚持群众的事无小事，以极大
的责任心办好每一个案件。多年来，她
也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四次、个人二等
功一次，荣获天津市优秀法官、天津市
“三八”红旗手、天津市巾帼建功标兵、
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河东区政法系
统优秀政法干警、优秀公务员、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她就是袁媛，现任河东
区人民法院二级法官。

政治过硬，强化大局意识，努力服
务区域经济发展。作为基层法官，袁媛
始终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爱党
爱国、甘于奉献，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坚决做到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工作实
际相结合。在工作中，袁媛优质高效
并依法妥善审结了大批涉军和涉国有
企业、事业单位及金融机构案件，有的
案件涉案房屋、土地近 5000 余平方
米，履行相关金钱给付义务近亿元，她
以严谨细致的司法审判工作为涉军工
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工作提供了坚
实有力的司法保障，为企业营造了良
好的营商环境。

忘我工作，一心为民司法，公正高
效审结疑难案件。十多年来，袁媛一

心扑在审判工作上，作为审判业务骨
干，面对繁重的审判任务，她不畏困
难，勇于担当，以认真的工作态度、细
致的思维方式、高效的工作方法、扎实
的法律功底、平易近人的语言，努力让
每一方当事人都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
义。在工作中，她不断提高办案效率，
坚持“今日事今日毕”，并创造了“先难
后易”的高效工作方法。多年来，几乎
没有长期未结案件，当事人都能在开
庭后1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拿到判决。
2016年，23件涉及燃气、电价、供热等
民生问题尖锐、矛盾突出的商品房销
售合同纠纷案转到了袁媛的手中。袁
媛认真审阅案卷材料，准确把握争议
焦点，多次到燃气、物业、供热等相关
部门调查取证、现场勘验，不放过每一
个案件细节，不遗漏每一条证据线索，
最终妥善审结案件，避免了群体性事
件的发生，做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良好统一。

严格办案，程序实体并重，因案施
策化解民生案件。从阅卷到制定审理
提纲，从保全、送达、庭审到判决，从审
判流程公开到法律文书公开，每一个案
件，袁媛都做到程序严格，以确保公
正。在案件审理中，她坚持严格审查证
据“三性”，确保每份证据都经得起检

验，针对借贷案件中的“套路贷”情况，
坚持严格审查、认真甄别，公平公正地
维护了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因案施策，
根据案件的不同性质及轻重缓急，分门
别类加以处置：对于争议较小且能联系
到被告的案件，尽早开庭，力争当庭结
案；对于审理后不同意调解也不需要再
次开庭的案件，及时趁着对案情最为清
楚的时机形成判决；对于一方当事人情
绪激动、矛盾突出的案件，不但要精心
审理，还要耐心倾听各方意见，客观析
法析理，以抚平当事人的情绪，打开当
事人的心结，坚持做到案结事了。

遵章守纪，坚持司法立场，一身清廉
恪守职业底线。作为一名法官，袁媛自

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法官
行为规范》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严格遵守
“五个严禁、17个不准和5个一律”的纪
律要求。在工作中，始终保持清正廉洁
的作风，时刻牢记廉洁自律，在金钱、关
系、人情面前始终做到坚持立场不妥协，
坚守原则不退缩，坚定信念不动摇，把每
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
起社会评价、经得起法律衡量的“铁案”，
切实做到“堂堂正正审案、干干净净做
人”。袁媛始终凭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
的热爱，对审判事业和对公正效率的执
着追求，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个共产党
员为民、务实、公正、清廉的初心。

（记者 赵文君 摄影 刘泽瑞）

区人民法院袁媛

公正司法 一心为民 担当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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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教育系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

吹响“红色号角”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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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育系统教师参观百年校舍

灰色的墙砖，褐色的门窗，低矮的
平房前两棵高大挺拔的槐树……从远
处看仿佛回到百年前。河东区教育系
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暨前程小学百年
校舍党史教育基地日前揭牌。为进一
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河东区教育局党
委充分挖掘区内红色教育资源，不断创
新丰富党史学习教育形式，借助河东区
前程小学百年校史沉淀的校园文化，修

复前程小学百年老校舍，打造百年校舍
党史教育基地和教育系统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据介绍，河东区前程小学是一所有
着近百年历史的老校，学校保留着近百
年的三间平房校舍和两棵槐树。百年
前的复兴庄周边由于多年战乱、来此定
居的多为日挣日吃的劳苦大众，周边没
有学校，儿童们无处上学。复兴庄的爱

国进步人士为解决复兴庄一带居民子
弟失学问题，捐出河东复兴庄三亩祖遗
田作为建校之用，希望以此义举培养人
才振兴中华。经过一番筹划后，学校建
成并命名为市立第三十五小学。新中
国成立后，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
展，适龄儿童不断地增加，当年的校舍
早已无法满足教育教学的需求。如今，
历经近百年的学堂经多次更名、数次改
扩建，已由当初的三间平房逐步发展为
一所适应教育现代化发展需求，具现代
化教学设备、完备师资力量、优雅育人
环境的校园。

走进由当年三间平房改成的教育基
地，内部是青灰色地砖、复古木质屋顶，
以前讲课的位置挂着黑板，还原了老校
舍当年的样子。三个展室主题分别为开
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将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光辉、新中国教育发展史等
图片和物品进行展出，结合前程小学校
史分别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前程小学在爱
国人士资助下蹒跚起步；中国共产党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
业，前程小学在党的关心和支持下逐步
改善办学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
大业，前程小学在新时期迎来办学条件
的高速发展的历史进程。

学校还成立了一支由教师和学生组
成的宣讲团，向前来参观的师生开展党
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来此参观的区

教育系统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以此为
契机，充分利用教育基地资源，丰富思政
教学内容。大家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更加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党史学习教育
中，教育引导学生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河东区前程小学主要负责同志表
示，近百年的办学历史，为学校积淀了厚
重的文化底蕴，奠定了发展的坚实基
础。值此建党百年之际，修复前程小学
民国时期的百年老校舍，通过老校舍这
个基地展览展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少年
生活以及学习环境对比，直观的表达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现在孩子们这么好的生活学习环
境，从而激发师生的爱党爱国的社会主
义情怀，促进党员教师发扬奉献精神，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少年儿童中吹响“红
色号角”，传承“红色基因”。

（记者 石晓钰 摄影 刘泽瑞）

健康关怀

汛期要过好这五关

多雨模式即将开启，暴雨、城市
内涝后容易引起水污染、食源性疾病
和肠道传染病发病增多，如何才能做
到防雨防病两不误？

汛期重点防什么病?

肠道传染病：如霍乱、伤寒副伤
寒、细菌性痢疾、甲型肝炎等；自然
疫源性疾病：如流行性出血热；虫媒
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疟疾
等；接触性疾病：如红眼病、接触性
皮炎等；中毒性疾病：如食物中毒、
农药中毒等。

要想愉快的生活和玩耍该怎么办？

第一关：吃要干净

食物要煮熟煮透，生熟分开，餐
具须清洁并消毒后使用；不吃腐败变
质、霉变和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不
吃淹死、病死的禽畜、水产品；被洪水
淹过的食品容器、工具若要再使用，
必须先清洗消毒；食用即食食品时要
检查包装是否完整、是否被污染、是
否在保质期内等。

第二关：人要洁净

饭前便后手要洗手，尽量用肥皂
或洗手液并使用流动水洗手；若没有
流动水时，可使用免洗洗手液；不用
手，尤其是脏手揉眼睛；不共用毛巾、
牙刷等个人用品；不到污水中洗澡、

捕鱼；尽量减少在水中浸泡的时间，
浸泡后及时清洁皮肤，防止蚊虫叮咬
及各种皮肤感染。

第三关：喝要放心

不喝生水，只喝开水或符合卫生
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已受污染的
生活用水和饮用水，一定要进行澄
清、消毒处理；装水的缸、桶、锅、盆等
必须干净，并经常倒空清洗；自来水
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后应充
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
毒剂擦拭消毒。

第四关：住要舒心

垃圾须放在指定地点，不乱扔垃
圾；及时清理屋内外积水，清除粪便、
垃圾，以减少蚊蝇滋生；发现蚊蝇鼠
等病媒生物异常增多时及时向辖区
卫生部门报告。

第五关：病要宽心

如果感觉身体不适时，要及时找
医生诊治；出现发热、腹泻及时就诊
的同时，遵听医嘱，配合传染病隔
离。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保持良好
的生活规律。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石晓钰）在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七夕这一天有祈
福许愿、乞求巧艺、祈祷姻缘的习俗。
河东区多街道社区举办丰富多彩活
动，引导辖区居民了解传统节日、弘扬
传统文化。

鲁山道街道邀请手工编织志愿者
在街道社区学校，以动手编织丝线手
链的形式，开展七夕节主题活动。老
师向大家展示了手链成品并介绍了编
织过程中常见的几种打结方法与技
巧，还为每个人配备了色彩缤纷的丝
线。大家亲手制作手链也更加深入地
了解到了传统节日习俗。丹荔园社区
联合中国人像摄影协会江西分会公益
组织志愿者，开展了“百年辉煌 邻里
守望 礼遇最美”公益爱心摄影活动，
为中老年夫妇补拍婚纱照，弥补他们
年轻时的遗憾，让他们度过了一个不
一样的七夕节。

大直沽街道神州花园社区联合区
惠民养老产业经济研究院开展制“皂”
浪漫主题活动，让居民们动手制作手

工香皂，表白爱意，感受生活的美好。
汇贤里社区组织居民群众开展“缘定
七夕、携手相伴、喜庆金婚”谈情说爱
联谊活动，社区为10对金婚银婚夫妻
补拍婚纱照，并让他们与大家分享夫
妻相伴几十年之中最让自己感动的
事。直沽园社区携手河北银行开展
“浪漫七夕”口红DIY制作活动，工作
人员给大家介绍了口红制作的材料及
制作过程，经过一番操作后，大家的专
属定制色号口红新鲜出炉。通过这次
手工活动，让社区居民体验了制作口
红的乐趣，加强了社区邻里之间的和
谐共处。
富民路街道万明里、富民东里、雍

景湾、雅仕嘉园社区开展“我们的节
日·七夕”中老年婚纱摄影拍摄公益活
动，为中老年夫妻送上一份特别的七
夕节礼物。拍摄现场，除拍婚纱照外，
还拍摄了全家福，一家三口一起过个
七夕节。一张张温馨的照片映衬出他
们一路相伴，大家看着自己的照片爱
不释手。

河东区多街道社区举办七夕节活动

弘扬传统文化 了解传统节日

直沽文苑

元明时期
大直沽天妃宫的原貌

文 魏克晶

大直沽天妃宫自创建以来，历经
元泰定、至正，明弘治、万历和清末五
次重修。元代至正年间的重修见危
素碑。宫庙初名“天妃祠”，由浙江僧
人庆福住持，泰定年不慎失火，由朝
廷拨款重修。庆福嗣后由浙江僧人
智本住持六年，至正十一年(1351)圆
寂。由此推断，首任住持庆福是至正
五年去世的，住持天妃祠约三十年。
第二任住持智本逝后“众请主西廊
（庙）僧福聚来继其任”。由于庙址四
周地势低洼，加之潮汐冲击，栋宇糟
朽。福聚托人向户部和工部打修庙
报告。朝廷拨款八百五十缗(古代钱
币一缗为一千文)，将庙基加高八尺，
加盖砖瓦，面貌焕然一新。至正年的
这次重修规模，加高了庙台的基础，
实为重建工程。
《天津县新志》收录了前志未见

著录的另一通庙碑。“碑在大直沽，高
七尺八寸，广二尺七寸。十三行，行
四十字，正书。”碑额名“重修敕建灵
慈宫天妃碑记”，明万历六年(1578)
立碑。碑文记录了明弘治（1488-
1505)和万历六年的重修经过：“弘
治时，每每显化，又敕命重修而更新
之。”“今本邑善士周得水等有感相舆
赞成重修，圣像殿宇各图其新。起工
于春三月，讫工于夏五月”。从工期
看，此为油漆彩绘的修葺工程。

大直沽天妃宫的建筑规模，史无
记载。据采风口碑记录，参照西声规
制，大体是：坐东朝西，面向海河。河

岸竖一对幡杆，不同于一般庙前的旗
杆，此为挂长幡的桅杆。长幡上绣着
天妃娘娘的封号。东庙地势开阔，桅
杆的高度可在30米左右。往东是牌
楼，可作四柱三楼式，为天妃宫建筑
群的标识。再往东是戏楼，坐西朝
东，因为酬神演出，戏楼的高矮尺寸，
要让坐在大殿里的天妃娘娘看得
见。楼前是宽阔的广场，是船工和民
众自娱自乐的场所。广场东侧是一
座二柱一楼的牌楼。牌楼之后就是
山门了。山门两侧开便门，不设踏步
台阶，便于车马出行和官内供给。山
门四周，围以庙墙。庙前建前殿、正
殿、后殿三重大殿。前院两侧分列钟
鼓楼和碑亭；中院和后院两侧建配
殿。其中正殿为大式作法，斗拱五铺
作双下昂。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大

直沽天妃宫被焚毁。1905年重建正
殿。1951年破除迷信，殿内神像、法
器被扫除一空。正殿前后改作河东
礼堂、供销合作社和街办工厂，直到
完全拆平。
1998年12月至1999年1月市

考古队配合旧城区改造，在大直沽
发掘出元明清天妃宫大殿基址。
经京津专家多次论证，市政府决定
永久保存基址，建遗址博物馆。
2006年国务院公布“元明清天妃宫
遗址博物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天妃宫遗址成为国宝级的文
化遗产。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崔莉
旋）为引导广大青少年继承并发扬革命
前辈的奋斗精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教育建设，日前，上杭路街道万平里社
区组织开展“党建带团建 帮带青少年”
系列活动之“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
因”读书分享会，让红色基因和红色文化
真正融入青少年们日常的学习生活。

社区邀请在职党员为孩子们讲述建
党历史故事、革命先辈故事等，通过学习
党史故事，让青少年深刻地感受到革命

先烈们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最后，青
少年们将自己携带的最喜爱的书籍与大
家分享交流，通过一则则动人的红色经
典故事，分享着自己在红色故事中的所
悟所感、对英雄的怀念和敬仰。

通过读书分享活动，既激发了青少
年读书兴趣及热情，增强了文化自信，又
教育引导他们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努力成
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
班人。

上杭路街道万平里社区举办读书分享会

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记者 彭娜）为倡导青少年
正确饮食生活习惯，树立健康生活理
念。日前，唐家口街道南里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开展“七彩假期·健康‘肠’伴
左右”大型健康知识讲座活动。

活动现场，授课老师首先为大家播
放了一段健康生活的主题动画片，讲解
了消化道的构造及益生菌知识。随后，
通过有奖问答、模型讲解、互动游戏等形
式，让小朋友们认识到自己体内每个消

化器官的作用，大家积极踊跃举手回答，
现场十分热闹。最后，工作人员向青少
年们发放健康知识立体图册及益智拼
图，大家迫不及待地开启了自己的“创作
之旅”。

通过此次活动，使青少年们了解到
健康饮食的重要性，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同时提高小朋友们的创意思维和沟通协
作能力，为大家的暑期生活增添别样的
色彩和乐趣。

唐家口街道南里社区

七彩假期 健康“肠”伴左右
本报讯（记者 石晓钰）春华街道汇

和家园社区日前邀请天津爱尔眼科到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为青少年开展“我是眼
科小医生”近视防控科普教育活动，提高
未成年人的爱眼护眼意识，有效防控青
少年近视问题。
活动中，医生通过PPT演示为家长

和孩子们讲解爱眼知识，让大家认知散
光、近视等常见眼科疾病的危害与防治
措施。在“我是眼科小医生”体验活动

中，孩子们都穿起了白大褂，变身为眼科
“小医生”，在医生们的带领下，认识了视
力测试表、裂隙灯、电脑验光仪等设备，
并掌握了如何测视力、如何使用电脑验
光仪，还为家长们检查眼睛。在知识问
答环节，同学们回答问题积极主动、十分
踊跃，提升了他们对眼科知识学习的兴
趣，了解到日常合理饮食和必要维生素
摄取对眼睛健康的重要性，掌握如何正
确佩戴眼镜和保持用眼卫生的知识。

春华街道汇和家园社区

近视防控科普教育惠居民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刘文
龙）日前，区青年志愿者协会、香山道小学、
逻哈思公益服务中心联合开展“童心向党
献礼党和祖国”益智手工志愿活动，将趣味
公益课程请进校园托管班，以“托”加“管”、
“学”加“玩”的方式服务学校假期托管。

在活动中，指导教师向在场的同学们介
绍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和天安门城楼的
小故事，并为小志愿者演示纸雕制作方法，
号召小同学们通过动手制作纸雕向党的百
年华诞和国庆72周年献礼。同学们在机构

和志愿者老师的指导帮助下，耐心细致地制
作纸雕零件。活动最后，在场的同学们齐声
高喊“祝伟大的党和祖国生日快乐！”，用最
童真的方式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下一步，团区委、区青志协将进一步
落实“为群众办实事”的要求，助力教育
部门开展暑期托管服务，邀请师资和课
程，围绕红色文化、趣味阅读、劳动实践、
音乐教育等方面入校进行授课，以“青”
字头资源和品牌积极服务假期托管，让
孩子们在假期托管有所学、有所得。

服务学校暑期托管

河东青年志愿者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