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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7日，津南区启动“文明交通
有你有我”志愿服务，营造文明交通氛
围，助力津南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顺利开展。

志愿服务启动首日，津南区水务局、
商务局、城管委等各包联交通路口单位
的志愿者身穿红马甲，头戴志愿帽,主动
到岗，对过往行人的不文明交通行为进
行劝导，并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和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宣传。自志愿服务启动，各
单位都高度重视，切实落实一把手责任
制，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在早晚高峰时
段开展志愿服务。区商务局市场建设管
理科科长李连柱与其他三名志愿者准时
到达指定岗位后，开始志愿服务，他说:
“我们尤其是针对道路上行人逆向行驶、
不按照信号灯行驶、电动车驮小孩儿等
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使他们将文明
行为、创文工作内化于心。”

志愿服务期间，经过志愿者的劝导，
群众文明交通意识有所增强，各路口交
通秩序也得到有效缓解。“文明交通行为
首先是对我们人身安全的一种保护，现

如今我们津南区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我们有义务做一
名文明守法市民，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

加和谐。”居民张颖说。
今年是津南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首

年，此次开展的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是进一

步落实市、区两级创文推动会精神、《天津
市全域创建文明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1-
2023）》的有效举措。为形成人人都是志愿
者，处处都是文明风的良好氛围，津南区上
下齐心协力，担当作为，广泛开展各类活
动，推动创文工作有序有力开展。
“我们号召了60多个单位的党员干部

志愿者加入到其中，然后在全区的重要的
交通路口开展文明交通的志愿服务，通过
这个活动，让我们的每一位老百姓都知
道，津南区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让所有的志愿者和居民都能够成为文明
行为的倡导者、宣传者和践行者。”区委宣
传部副部长、区创文办综合协调组副组长
谢翊介绍，“与此同时，我们创文办还开
展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投放大量的公
益广告，营造宣传氛围；一方面开展老旧
小区生活环境提升改造、电动车文明骑
行整治、垃圾分类专项整治等等，提升居
民的环境。同时，号召小区居住居民认
真贯彻落实《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增强群众文明素养。”

记者 王彤

志愿者进行交通文明宣传

营造文明氛围 助力创文工作

津南区启动文明交通志愿服务
创文一起来，有您更精彩
——津南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倡议书

广大居民朋友们：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津南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在新起点上开启新征程的起步之年。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是津南区委、区政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抢抓

全区“‘双碳’工作先行示范区和绿色生态示范区、创新发展聚集区、会

展经济功能片区”带来的重大机遇，推进津南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一项

重要举措，关系到每位居民的切身利益。文明促发展，创建惠民生，作

为津南人，我们既是参与者、又是共享者，既是实践者、更是受益者，每

一位津南人都应为津南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出一份力、添一份光、尽一

份责。在此，特向全区人民发出倡议：

一、明理向善，当好文明风尚的传播者。津南是我家，创建靠大

家。让我们一起培育好家风，传承好家训，推进移风易俗，用文明的方

式影响他人，塑造文明市民形象，争当知礼向善公民，做文明有礼津南

人，带动形成“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创文明城”的浓厚氛围。

二、身体力行，当好文明行为的践行者。美德贵在坚持，文明重在

行动。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自觉践行《天津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倡导文明行为，不随地吐痰，不乱闯红灯，不抢道行驶，做好垃

圾分类，礼貌谦让、热情待人，共同打造洁净美丽的津南环境，共同维护

文明和谐的社会秩序。

三、同创共建，当好文明实践的推动者。众人拾柴火焰高，创文重

担大家挑。让我们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踊跃加入到志愿者行列，积极参加新时代文明实

践学雷锋志愿服务，齐心协力推动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居民朋友们，创文一起来，有您更精彩！让我们携手并肩，为津南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奉献我们的智慧、奉献我们的热情、奉献我们的

力量，让津南更加美丽、社会更加和谐、生活更加幸福！

津南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8月

“保障一老一小需求”是津南区民
心工程项目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津南
区在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水平上持续发
力，加快推进老年人助餐服务体系建
设，用爱心与责任保障老人“舌尖”上的
幸福。

上午九点，在三鑫社区老人家食堂
内，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对照
每日菜单，准备食材、下锅烹饪。作为津
南区首个为老年人提供就餐服务的社
区，三鑫社区老人家食堂拥有一级食堂
资质，可以为周边首创暖山社区等多个
社区提供配餐服务。饭菜做好后，配餐
区的工作人员有条不紊的盛饭、装盒、打
包，再由送餐人员统一进行配送。三鑫
社区老人家食堂部门经理党莹说 ：“我
们每天的食材都是当天进，保持了蔬菜
的新鲜。另外，针对老人家的身体需求，
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做到少油少盐，营
养搭配比较均衡，让老人家吃的健康。”

中午11：30，一份份荤素搭配的午
饭送到了首创暖山社区的老人家食堂
内，此时已到用餐时间，不少老年居民
结伴来到食堂内，边用餐，边拉家常，享
受着家门口的暖心“食”光。居民张奶
奶和老伴儿每天都会来食堂用餐，她
说：“我和我老伴儿在这吃了一年多了，
在这吃饭天天都是新鲜的花样。”

就在老人们用餐的时候，志愿者王
凯急匆匆地走了进来。王凯是首创暖
山社区的一名志愿者，每天中午，他都
要步行两公里，将热气腾腾的午餐送至
居住在义佳花园社区内的姚大娘家
中。天气炎热，不少老人因为身体原因
无法每日前往社区食堂就餐，首创暖山
社区主动组织志愿者送餐上门，把午餐
送到居民的手上。“大爷大娘们岁数大
了腿脚也不行，去食堂不方便，我十一
点半准到大娘家，不能耽误，不能让老
人家吃凉饭。”王凯说。

社区老人家食堂的建设只是津南区

全面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水平的一个缩
影。多年来，津南区一直聚焦“一老一小”
这一备受关注的重点群体，在解决就餐难
题、提供健康服务等方面狠下功夫，推动
建设了桃园社区、昆香苑社区、万盈家园
社区等15个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和

106个社区老人家食堂，每千人养老床位
数达到49张；同时，深入开展老年人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为社区老人提供医疗护
理，累计服务3.1万人次，让老年人真正享
受到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记者 于素懿 通讯员 刘知源

津南区持续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水平

保障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

工作人员正在配餐

9月1日，全区中小学全面开学。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背景下，各校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相关
要求，全面做好各项防控措施，科学、规范、有序
地做好开学准备，迎接师生们安全返校。

在小站第六小学，入口处常态化设立了
体温检测通道，地面上粘贴了间隔一米排队
测温的提示，确保学生们有序进入校园。开
学前，学校储备了大量防疫物资，全体师生
每日汇报行程及健康状况，日常防疫工作有
条不紊。

据小站第六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梁桂芝
介绍，目前，学校物资仓库内储存的口罩达到
了3000多个，为师生准备的各种消毒品、消毒
片、消毒液以及手消等一系列物品，均能保证
35个班级开学后本学期的充分使用。

在小站第一中学，学校物业人员除了每
日对楼道、卫生间、食堂等公共场所进行消
杀处理，还对班级的课桌椅、垃圾桶等点位

进行全面消毒擦拭。同时，学校结合自身
实际，制定了入校管理新规，牢牢把好校园
“入口关”。

小站一中学生分布比较广，是完中校，
学生人数达到2000多人。秋季开学，学校
进一步加强了入校管理，采用分时段、分批
入校，同时设置了初中、高中两个通道进行
常规测温管理，随后入校学生再分别按照引
导路线示意图进入教学区，在避免拥挤的同
时也培养了孩子们有序入校的好习惯。

按照津南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部署要求，
津南区教育系统从8月初就全面进入准备
状态，各校均成立了工作专班，围绕健康监
测、后勤保障、人员保障、物资保障、环境整
治和应急演练“六个到位”，从严从紧、从细
从实抓好各项防控措施，保障开学后师生健
康安全。

据了解，全区各校开学必须严守秋季学
期返校三条“硬杠”。学校疫情防控条件、防
控措施及有效应急预案和演练必需落实到
位，才能安排返校。津南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督导组逐校逐项进行全覆盖式检查核验，发
现问题、立即整改、不留后患。全区53所中
小学均已达到开学条件。 记者 刘静男

开学季防疫不松懈
津南区53所中小学开学

近日，小站镇红旗路社区开展青
少年禁毒宣传知识竞赛。播放禁毒知
识、毒品危害视频等普及相关知识，并
增加现场提问环节，巩固其学习效
果。加强了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区禁毒办供稿）

禁毒知识竞赛进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咸水沽镇益华里社区

近日，益华里社区开展“分享与再
生”跳蚤市场活动，吸引居民在小区广
场摆摊，将旧衣物、书籍、玩偶等闲置
用品进行售卖，增加家庭闲置物品利
用率，用实际行动体现低碳环保和绿
色发展的生活理念，为社区生态文明
建设添砖加瓦。 （咸水沽镇供稿）

“跳蚤市场”助力低碳生活

区禁毒办

双桥河镇聚和园社区

近日，聚和园社区开展“快乐亲子
阅读”活动。在社区书吧，小朋友们挑
选自己喜爱的书籍，与家长们坐在一
起阅读、讨论。在亲子阅读中感受亲
情，体会快乐，养成阅读习惯，体验阅
读魅力。 （双桥河镇供稿）

亲子阅读 体会快乐

葛沽镇镇东风里社区

近日，葛沽镇东风里社区开展中
老年人青光眼、白内障筛查义诊活
动。活动现场，邀请专业医生为居民
进行检查，为患者讲解白内障的发病
原因，介绍白内障预防治疗知识，进一
步增进了居民群众爱眼护眼意识。

（葛沽镇供稿）

关爱眼健康 百姓光明行

第31个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津南区围绕“节能降碳，绿色发展”的活动

主题，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节能宣传活动，号召广大市民养成绿色低碳

的生活习惯，真正让节约能源成为新的时代风尚。

能源消耗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增长方式、科技水平、管理能力、消费

模式以及国民素质的综合反映。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群众从“求生存”到“求生

态”，从“盼温饱”到“盼环保”，对优质生态的需求日益高涨，对节能重要性的认

识也逐渐深刻。要真正实现节能环保，除了国家政策、政府宣导、企业转型，每

一位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同样责无旁贷。比如，养成节能用水的好习惯，及时拧

紧水龙头人离水断，发现滴、冒、跑、漏现象及时报修；合理使用空调、电脑等电

气设备，减少待机能耗；推进资源共享，多用电子文件，减少打印数量，打印耗

材重复利用；外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购车时尽量选择小排量汽车、新能源汽

车等。当每个市民都开始注意节能，就能凝聚起一股强大的力量。

节约能源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文明；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责任。这

项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仅人人有责，还须人人尽责。让我们积极行

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积极做节能减排的践行者，引领低

碳新风尚，用实际行动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共同为推动家乡绿色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让节能成为新时尚
□ 筱 辰

随着汛期雨水增多，北闸口镇建新社区御和新苑小区部分住户的房
屋屋顶出现了漏雨情况，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社区工作人员立即行动，
在辖区范围内开展排查维修活动，为居民解决屋顶漏雨问题，营造安全、
舒适的生活环境。

接到居民反映情况后，建新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电话问询、
现场排查等方式收集其他居民房屋漏雨情况，将需要维修的22家房屋进
行统计，征得群众同意后，抓紧联系了维修方进行维修，针对各户屋顶
实际情况，除掉表面杂物并填补裂缝，铺设新的楼顶防水层，截至目
前，已完成维修15户，全部工程预计本周完成。“阁楼上漏水比较厉害，
我们给建新社区打了一个电话，当天下午就安排工作人员过来拍照记
录，7-8天后就开始派人维修，已经将漏雨处维修好，前两天下了一场雨，
一点没漏，对社区办事效率非常满意。”居民史女士说。

今年以来，建新社区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先后开展了
屋顶维修，井盖换新，太阳能路灯安装等一系列工程。建新社区党支部书
记董超说：“下一步我们要通过‘五个走遍’多发现群众需求，将群众烦心
事马上办，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记者 李国正 通讯员 郭宏伟

北闸口镇为居民铺设“安全顶”

我为群众办实事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共享美丽和谐生活
人人都是津南形象 处处都是文明风景

双林街象博豪庭小区与津南区第十五幼儿园仅有一墙之隔，而居民
接送孩子却不得不绕远。象博豪庭党群服务中心急百姓之所急，历经八
个月的时间，多方协调、精心选址、督促施工，于8月23日在两地之间开通
了一处人行通道，赢得了百姓的频频点赞。

社区居民魏阿姨说：“我孙女明年就要上幼儿园了，我们离幼儿园的直线
距离很近，但是送孩子的话还得绕一大圈，腿脚不好的话，挺费劲。”
由于道路不畅，社区居民无法选择离幼儿园最近的东北门通行，而是“舍近求
远”，绕南门途径外部道路到达。目前，社区里共有40余名儿童在津南区第
十五幼儿园就学，随着该所幼儿园的逐年扩招，居民对此的反应日渐凸现。

象博豪庭党群服务中心成立了工作专班，与开发商、物业公司、校方
几经协商，最终确定在小区东北门对面的墙体上辟开一处通道，并安装不
锈钢材质、“s”型、双向门，由此，将接送孩子的路程从千余米缩短到了近
百米。经过8月21日、22日两天的集中施工，目前，该通道已具备通行条
件。为确保通道的安全畅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还协调物业公司制定了
服务保障方案，设定连廊开放时间为上下午各一小时、配备专人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负责周边卫生清扫、维护秩序。象博豪庭社区党支部书记、主
任王焕芳说：“我们要进一步梳理、归纳百姓的急难愁盼，集合众智、逐一
攻克，真正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记者 董莹莹 通讯员 刘娜

双林街为接娃打开“方便门”

工作人员对教室进行全面消杀

居民在老人家食堂就餐 文明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