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 斗 强 军 路

专刊 2021年8月2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靳雅菲

15 ·

■记者韩丽 通讯员王丽丹

“90后”军嫂滑康是武警天津市总队
某中队指导员尤赟的妻子，她用爱默默支
持着丈夫的事业，守护着家庭和谐。她是
一位既温柔贤惠又勇于担当的好妻子，
2017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2018年荣获
市级岗位练兵、能力大比武活动个人一等
奖，她的家庭被评为天津市文明家庭、市
最美家庭和全国最美家庭。

2018年10月4日，滑康和爱人步入
了婚姻的殿堂，美好的时光总是转瞬即
逝，他们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新婚的甜
蜜，第三天尤赟就回到部队执行任务。虽
有万般不舍，她还是微笑着对丈夫挥挥手
说：“好好工作，我爱你！”

丈夫常年在部队值守，不能回家团
聚，她对此无怨无悔，总是换位思考，想
着“舍小家、顾大家是军人的本色”，独自
照顾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女儿。孩子刚
满一周岁，在她的悉心照料下，活泼可
爱、健康成长。婆婆退休前是一名优秀
的小学教师，由于长年累月地敬业从教，
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颈椎后弓和腰
间盘突出；公公也患有高血压。她用弱
小的肩膀担当起沉重的家庭负担，包揽
了大事小情，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遇到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尤赟总是
在部队和战友们一起度过。每逢佳节倍

思亲，她一想到远离亲人的战士们此
时正是想家的时候，就自掏腰包买足
巧克力、水果、粽子、月饼等食品，让丈
夫分给每一位战友。有一次，有战友
复员时，由于尤赟有任务在身不能送
别老战友，她就与公公婆婆一起到火
车站，代表丈夫为复员回家的老战友
们送行。战友们感动地翘起大拇指夸
赞：“嫂子，您真好！”

家有贤内助，尤赟方能安心忙于部
队工作，一心扑在国防事业中。他没有
辜负妻子的热切期望和大力支持，带领
的中队被评为全总队“四铁中队”1次、
“基层建设先进中队”2次、“先进党支
部”2次、“新闻报道先进单位”4次、荣立
集体三等功1次；个人荣立三等功3次，
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
者”“优秀基层干部”。“军功章有你的一
半，也有我的一半”，滑康作为新时代的
“90后”军嫂，既有儿女情长的小爱，更
有家国情怀的大爱；既有全力支持丈夫
工作的无怨无悔，也有展现自我价值的
青春力量。她用实际行动让“军嫂”这
个称呼格外感人。 （区武装部 供稿）

从漆黑一片到通畅明亮，照亮居民
回家路；从排水不畅到畅通无阻，移走居
民“心头患”；从坑坑洼洼到整洁平坦，解
决群众出行难；从无人看管到托管服务，
解决子女看护难……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张贵庄街道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认真回应人民群众的呼
声和期待，立足岗位办实事、深入走访问
民意、凝心聚力为民需，切实解决群众最
急最难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以实
际行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抓设施 惠民办事暖民心
“自从安装了路灯，晚上出门我们再

也不用担心了，出来散步、乘凉、唠家常
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感谢街道为我们
解决了晚间出行大难题。”家住水东里的
张大爷乐呵呵地说。

水东里小区属于老旧小区，照明设
施存在照度不足、设备老化等问题，夜间
漆黑一片，极大地影响了居民安全出行，
居民希望解决照明问题的意愿十分强
烈。为解决群众诉求，切实改善小区夜
间照明环境，张贵庄街道积极实施路灯
提升改造项目，组织工作人员对水东里
小区进行实地勘察，对接协调相关单位、
分析统计汇总信息，历时一个半月，新装

路灯杆36套、路灯56个，新增敷设电缆
近3000米，小区漆黑一片的场景一去不
复返，居民的回家路被照亮，赢得小区居
民的一致称赞。

这是张贵庄街道扎实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个缩影。张贵
庄街道以“四个走遍”为契机，广泛听取
社区干部、居民群众意见建议，收集群众
难题，分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方案，全
力推进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群众居
住环境和生活品质。

在加快老旧小区提升改造方面，张
贵庄街道积极协调专项资金360余万
元，持续推动福阳街、美爱家园小区屋面
防水、污水管道疏通、破损井盖维修、墙
面粉刷修复、楼梯清整等工程，项目涉及
2.85万平方米，惠及312户。协调区财
政资金730余万元，对詹滨西里、天水丽
园小区内主干道、次干道、辅干道等全域
路面实施提升改造，路面坑洼、积水等痛
点、堵点、难点问题彻底解决，破损的路
面修缮整洁，小区的面貌焕然一新。联
合区住建委为美爱家园小区加装电梯。
街道相关负责人说：“目前该工程已经竣
工，将于8月底投入使用，该项目将为老
旧小区加装电梯提供思路和范本。”

抓民生 排忧解难得民心
张贵庄街道工作人员紧紧围绕“我

为群众办实事 我把群众当亲人”这一主

线，走访困难群众，关怀弱势群体，聚焦
群众诉求，主动征集认领群众“微心愿”，
进行点对点帮扶，以“小切口”助力群众
生活“大变化”。

家住詹滨西里社区的王女士近日就
在街道党工委的帮扶下，实现了看病报
销的“微心愿”。

王女士存在智力残疾，并患有糖尿
病等多种疾病，无工作、无收入，生活比
较困难。看病报销需要本人亲自办理糖
尿病门特，但由于她体重较重出行困难，
门特一直未能顺利办理，其母亲李阿姨
向社区居委会求助。街道党工委负责人
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走访慰问，并积极
协调医疗卫生部门，帮助其解决门特办
理难题。“感谢街道和社区给我们带来的
帮助，感谢工作人员一直以来的关心和
帮扶。”提到此事，李阿姨满心感激。

家住先锋里社区的李奶奶正为手术
费发愁之际，街道党工委动员广大干部
职工参与“送温暖献爱心”自愿捐助活
动，为其筹集资金2万余元用于手术治
疗，解决了李奶奶的后顾之忧。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为畅通群众
诉求反馈渠道，街道党工委专门制作了
爱心联系卡，将一份份联系卡送到每户
居民手中，及时倾听并解决群众反映的
实际问题，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走访困难户等重点人群160户，收集群
众反馈问题35件，已协调解决问题33
件；收集民生诉求114个，确立民生项目
32个。在办实事的过程中，一件件事关
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得到解决，一个个
群众期盼的“微心愿”、一项项真抓实干
的惠民项目得以实现，让群众的幸福更
有“质感”，让为群众办实事更有“温度”。

抓服务 暑期托管聚民心
詹滨西里社区二楼一间活动室内，

二十名小学生正围着一位老师，认真地
聆听老师讲解英语口语小知识。学生
们兴趣颇浓，与老师一问一答，小小的
活动室俨然成了学生们暑期温馨的“大
港湾”。
“孩子父母都上班，平时都是我们老

人带孩子，精力实在有限。”王大爷坦言，
“孩子交给社区托管班，聘请老师讲授知
识，我们家长放心，同时也能促进孩子各
方面成长。”

王大爷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据了
解，为解决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家庭子
女暑期看护难问题，张贵庄街道积极动
员区教育部门等多方力量，组织社区开
办公益性暑期特色托管班，打造有亮点、
有温度的社区托管服务品牌。

詹滨西里社区负责人说：“我们
‘詹西小陪伴’托管班贯穿学生整个暑
期，将个性化课程、暑期实践活动融入
托管服务中，避免了‘集体补课’‘讲授
新课’误区。同时，还开放了社区图书
室、活动室、科普体验室，设置了集体
游戏、文体活动、阅读指导、综合实践、
兴趣拓展等托管服务，让学生们拓展

了兴趣爱好。”
为提升托管服务质量，街道党工委

多方谋划，多措并举，确保暑期托管“托
得住”“管得好”“有温度”“可持续”。整
合社会资源，广泛发动退休老教师、大学
生、在职党员、团员等各类志愿者，邀请
志愿服务团队走进社区开展实践活动，
协调教育系统教师进驻社区对学生暑期
作业进行辅导；强化安保措施，构建由
“网格员+社区志愿者+社区辅警+教师
志愿者”的四层看护机制，让家长省心、
放心；提升服务意识，充分吸纳家长意
见，及时调整、完善托管方案，明确服务
内容、服务方式、人员配备、后勤保障等

各项服务举措。
“下一步，我们将以‘詹西小陪伴’

为模板，稳步推进托管服务在街道、各
社区全覆盖，努力探索符合社区特色、
学生欢迎、家长放心的服务内容。”街
道党工委相关负责人说。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张贵庄街道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植根于思
想中、落实到行动上，不断拓宽、延伸
为群众办实事的广度和深度，让群众
成为基层治理的“主角”，把一件件实
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不断推动“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区民政局始终将“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作为重要载体，紧密围绕
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
会服务等职能，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
向、效果导向，以民政工作全面提质增
效为抓手，实施25个办实事项目，努力
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
福祉的实际行动。

以落实惠民政策为落脚点
筑牢群众生活基础保障

一是精准实施保障救助和特殊群
体福利政策。严格执行基本生活保障、
儿童福利、残疾人、老年人补贴政策以
及低保渐退、重病重残“单人户”、扣减
就业成本等关联政策。今年以来，共发
放各类救助福利资金8841.62万元，惠
及2.6万人，切实守牢民生保障防线。

二是关心关注特殊困难人群。针
对保障对象、困境儿童和特困、独居、失
能、空巢、留守老人等特殊关爱人群，依
托网格平台建立常态化居家探访机制，
上半年，共走访13.3万次，及时动态掌
握生活状况，严防触及道德底线的事件
发生。

三是开展“走家入户送温暖”活
动。组织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对1695户
低保、特困和低收入家庭中的重病、重

残人员开展走访慰问，面对面向群众汇
报东丽区各项社会救助政策，了解掌握
走访对象具体需求，送去价值37.05万
元的慰问品，解决困难群众需求29件。

四是发动社会力量开展关爱帮扶。
引导慈善组织和爱心企业参与助困解
难，由区慈善协会牵头策划，企业自主认
领项目，筹集慈善救助款66万元，先后
开展了迎新春慈善助困、慰问单亲困难
母亲和百名困难党员、资助困难学生、关
爱困境儿童和困难退役军人等活动，惠
及2000余人。

以创新便民举措为突破点
满足服务对象多样化需求

一是针对独居老人日常用电、用气
安全隐患，发动党员、社区志愿者组成志
愿服务小分队，利用社区公益事业专项
补助经费，分批次为1262户独居老人家
中免费安装单点烟感报警器，保障独居
老人生命财产安全。

二是针对失能老人洗澡难题，创新
思路招法，实施“养老在家里，我们来助
您”暖心助老项目，为全区符合条件的低
保、特困等失能老人提供每月一次上门
免费助浴服务，采取“定点服务+移动上
门+后续跟踪”的方式，满足老年人个性
化、差异化需求。实现以政府小投入撬

动社会力量大投入，由第三方养老服务
机构投资40多万元购置了全市首台流
动助浴房车，并为全区有意愿的老年人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免费助浴服务。

三是针对办事流程繁琐问题，坚持
将事项往下沉、服务向上提，将老年优待
证制发、无丧葬补助居民丧葬补贴、低保
低收入对象暖气费补贴三个事项下沉至
社区网格，通过线上申请受理，缩短审批
时间，真正实现“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今年以来，共办理老年优待证
4474本、丧葬补贴625人，审核发放供
热补贴2833户。积极推进临时救助审
批权限下放和低保低收入审核确认事项
改革，进一步简化工作程序，提高救助工
作便利性、时效性。

以强化为民服务为着力点
高质量组织推动志愿活动

一是大力充实志愿者队伍。依托智
慧党建引领智慧社会建设信息平台运行
志愿服务智慧系统，健全完善制度机制，
形成“网格+志愿服务”的运行模式。社
区“两委”、网格员、民警、辅警深入走访
社区居民，广泛宣传志愿服务理念，挖掘
群众身边资源，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加入
志愿队伍，累计发动志愿者2.6万人。

二是持续做好志愿服务指导。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组织开展系统
操作培训，进一步规范志愿者信息录入、
志愿服务活动认定、志愿者管理等业务
流程。会同区网格化管理中心深入街
道、社区进行指导服务并广泛收集意见
建议，结合工作实际不断丰富完善系统
功能。

三是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牵头
做好“志愿服务做起来”，广大志愿者紧密
围绕社区环境治理、困难群体帮扶、平安
社区建设、政策法规宣传等主题，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4442次，涌现出铁城公寓社
区“网格+志愿者”为老服务、赏湖苑社区
“党建引领 邻里守望 情暖赏湖”、丽晟社
区“红盟集市”等特色志愿服务项目。为
进一步满足居民提出的个性化服务需求，
各社区不断拓展服务范围，开展由居民
“下单”、志愿者“抢单”的点单式志愿服务
活动，累计服务居民13234人次。

民有所需，我有所为，服务群众永远
在路上。下一步，区民政局将继续聚焦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心组织实施民
心工程，切实办好养老、救助、老旧小区
长效管理等民生实事；整合志愿服务资
源，实施志愿者“倍增”计划，充分发挥居
民代表和志愿者骨干带动作用，力争年
底前实现社区志愿者数量翻两番的目
标，进一步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同时，结
合社区治理“一居一品”创建目标，打造
品牌亮点，不断推动志愿服务上水平；继
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筹划更多的
惠民便民为民实招，把“我为群众办实
事”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记者韩丽 通讯员刘阳）

东丽区民政局把“我为群众办实事”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25个项目促民生福祉提质增效

解民忧 纾民困 惠民生 暖民心
——东丽区张贵庄街道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一位“90后”军嫂
的家国情怀

街道负责人了解民生诉求

修缮破损路面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