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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周泽岚 通讯员 田晶

真情温暖残疾人家庭
——长虹街天香水畔社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小记

多日前，南开区长虹街天香水畔社
区居民李某的家属把一面写有“党史学
习教育结硕果、真情温暖残疾人家庭”
的锦旗送到了社区“小巷总理”们的手
上：“感谢你们多方奔走，让我们在这么
短的时间内成功申领到救助金，解决了
我们的燃眉之急！”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虹
街天香水畔社区积极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为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在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冯兰贞的带领下，
全体社区工作者定期深入网格，走访
慰问辖区内低保困难群众，对他们的
身体、家庭、生活情况进行深入了解，
耐心询问是否存在具体困难并尽力帮
助其解决。当冯兰贞和社区工作人员
李健走访到低保户李某家中时，通过
交谈了解到其家庭情况困难，经济情
况拮据，且长期患有精神类疾病，每月
均需到医院看病取药，产生大量的医

药费，超出其承受能力。了解到此情
况后，社区工作人员积极协调帮助李
某申领临时救助金，并协助其整理材
料，提交到街道相关科室，最终成功为
李某申领到救助金，帮助其解决了实
际困难。

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天香水畔社区一直将关爱弱势群
体、情系困难群众这项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让弱势群体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关
爱，切实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生活难
题，以实际行动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国庆黄金周南开区文化旅游活动丰富多彩

在“津门故里”乐享“诗和远方”
本报讯（记者 王英浩 通讯员 赵

猛）记者从区文化和旅游局获悉，国庆
黄金周期间，南开区各旅游景点、景区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
让市民游客在“津门故里”度过一个难
忘的国庆假期。

据介绍，10月1日，南开区将在区
文化中心前广场举行第七届民俗文化
博览节暨第三十二届“南开之夏”闭
幕式欢度国庆文艺演出。与此同时，
举办南开区第七届民俗文化博览节之
“魅力运河、津彩生活”精品展活动，
展出蜡雕、动偶钟、刻瓷、玉雕等手工

技艺类非遗项目，展示展卖本地优秀
非遗项目、优秀文创项目产品。

在区文化中心小剧场，举行南开
区第七届民俗文化博览节——“魅力
运河·津彩生活”传统文化讲座，邀请
著名学者主讲《潞河督运图与天津》。

古文化街旅游区举办“欢歌迎国
庆·津门逛故里”系列活动，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民俗形式，展示天津独特旅
游文化资源，与游客进行互动体验，
逐步实现年轻客流群体的置换，增加
景区“黏性”，进一步拉动景区消费，
促进景区繁荣发展。国庆黄金周期

间，在古文化街戏楼广场举行文艺演
出，每日上午、下午和晚上各一场，演
出形式包括相声、京剧、鼓曲、古筝
秀、古琴秀、体育舞蹈、儿童声乐、水
畔歌手秀、街舞、昆曲、诗歌等。举办
大狮子胡同“国潮古风节”。在古文
化街大狮子胡同美食坊，为天津市民
及各地游客提供美食、休闲、娱乐的
场所，打造热爱国潮文化的聚会。以
美食、娱乐、直播等多种潮流元素融
合，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举办文创百
货市集活动。在古文化街玉皇阁广
场，用文创百货的形式，形成古文化

街新的商业亮点。文创市集有装饰
品、手工艺品、天津老字号及非遗产
品等多样文创产品集合。文创产品与
美食的激情绽放，年轻与国风潮流的
文化盛会，将古文化街玉皇阁广场打
造成游乐新地标。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国庆期间除
常态展览外，特别举办“廉以修身、正
以持家——周恩来的家风”“光辉的历
程——中国共产党百年图片展”。

名流茶馆、老城小梨园等场馆将
举办相声、鼓曲、快板等曲艺演出，让
市民游客笑在南开。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为进一步推
动信用在惠民便企中发挥作用，激励辖
区居民享受信用红利，南开区卫健委持
续开展“信易+社区义诊”活动，落实为
辖区居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通过开展社区义诊活动，医生为辖
区居民提供各种慢性病、老年病、常见
病等病症的问诊、咨询，血糖、血压、身
高、体重测量等检查。活动更好地向广
大居民普及了卫生健康知识，增强了辖
区居民对自身健康的关注意识，及时了
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做到疾病早发现、
早预防、早治疗。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将
健康送到了居民身边，使他们足不出户
就能感受到关爱与关心，在社区营造了
浓厚的文明健康氛围。

南开区持续开展
“信易+社区义诊”活动

为社区群众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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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南开区开展烈士纪念日主题党团队日活动

童心向党 党的光辉照我心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在第8个烈

士纪念日到来之际，共青团南开区委、
区教育局、区少工委在平津战役纪念
馆举行“童心向党·党的光辉照我心”
南开区2021年烈士纪念日主题党团队
日活动。

活动中，区青年党员、共青团员代
表以及天津市第五十中学少先队员代
表向革命烈士敬献鲜花，全体肃立默
哀，向革命烈士致敬。随后，全体代表

参观了平津战役纪念馆，通过观看珍
贵的文献资料、历史照片等实物展品，
切身感受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深切
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参观后，
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关工委相
关负责同志和学生代表分别讲述了生
动精彩的党史故事。

活动最后，全体青年党员、共青团
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重温入党、入团、入
队誓词，铮铮誓言响彻全场。

区关工委文化志愿者小分队进社区

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姚智文）日前，南开区关工委文化志
愿者小分队联合长虹街建华里社区，
为社区青少年举办“童心向党·党的
光辉照我心”——传承红色基因，争
做时代新人，传唱红色经典京剧演唱
会活动。

活动现场，文化志愿者小分队的

老同志们为参加活动的社区青少年介
绍并表演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沙家浜》《红灯记》，通过京剧选段中
讲述的故事再现革命先烈为抗击日军
侵略作出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歌
颂了他们为了共产主义信仰抛头颅洒
热血的革命精神，引导青少年当好红
色基因的传承者、实践者。

■ 记者 刘雪萍

假期旅游：让文明成为“主旋律”

十一黄金周，市民们纷纷走出家
门，或徜徉于公园欣赏秋日的美景，或
流连于各类展馆陶冶情操。记者发
现，市民游客的文明旅游素质在不断
提高，文明成为假期旅游的“主旋律”。

在长虹生态园门口，记者看到前来
游玩的游客都戴好口罩，自觉间隔一米
排起队伍，打开手机中的健康码主动接

受检查。公园内，虽然游客人数比平时
多了很多，但秩序井然、干净整洁。在
各个娱乐设施前，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
下，有序排队等候入场。

公园管理人员告诉记者，近年来，
随着文明城区创建的不断深入，市民
文明素质越来越高，大家都会自觉遵
守文明游园要求，自觉爱护园内设施、
维护园区卫生，因此也减轻了工作人
员的压力。

区城管委布置节日气氛绿化景观

喜庆迎国庆 祥和满南开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王

淑）为迎接国庆节的到来，南开区城管委
精心组织、全力以赴，积极开展节日气氛
绿化景观布置工作。栩栩如生的植物雕
塑，姹紫嫣红的鲜花吸引诸多市民驻足
留影。

据悉，本次立体花坛和应季花卉
景观布置工作中，区城管委秉承“绿色
低碳、节约环保”的原则，围绕长虹生
态园、奥体公园、鼓楼周边等重点地区

和道路，精心打造立体花坛和应季花
卉绿化景观，整体景观面积达2000余
平方米，栽植各类花卉18万余盆。以
红色、黄色为主色调，选用了色彩亮丽
的鼠尾草、孔雀草、鸡冠花、串红、千日
红等多种节约型时令草花品种，搭配
三角梅、变叶木、苏铁等可重复利用的
盆栽绿植，烘托喜庆祥和节日氛围、营
造南开创新发展、和谐发展、干事创业
的崭新面貌。

国网天津城西公司全力确保节日供电

国庆佳节护光明
本报讯（记者 王英浩 通讯员 高

佳程）连日来，为确保国庆节期间南开
区供电万无一失，国网天津城西公司提
前筹划、周密部署，制定供电保障方案
和应急预案，严压责任、多措并举，全力
确保各项保电任务完成，让南开人民度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国庆节。

国网天津城西公司组织运维人员
对辖区变电站、输配电线路进行测温、
特巡，做好线路的防外破措施，保障“三

跨”线路和各重要场所上级供电线路的
可靠供电；根据电网运行工况和季节特
点，加强负荷预测，合理安排运行方式，
做好突发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应急
抢修及物资储备管理，节前做好抢修装
备、车辆和安全工器具的检查和保养，
合理安排应急人员力量，做到故障处理
迅速、用户复电及时；加强值班管理，加
强纪律稽查力度，主要负责人全天候带
队值班，确保突发事件快速响应。

日前，南开区2021年秋季新兵启程，带着全区父老的希冀和重托奔赴绿色军

营，投身国防事业。

记者 王英浩 摄

新时代劳模宣讲团暨劳模宣讲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成立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为进一

步推进劳模宣讲活动在全区深入开
展，实现劳模宣讲工作的规范化、常
态化、制度化，日前，南开区总工会
成立新时代劳模宣讲团暨劳模宣讲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宣讲团成员由全区全国劳动模
范、市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
组成，共计15人。宣讲主要围绕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

等重大主题、重要论述，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宣讲自己作为劳
动模范的感人事迹、心路历程和切
身体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导全区广大职工坚定不移
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在加快推
进建设“创新南开”、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心区中发挥工
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宣讲形式主要
包括定制式宣讲、自主式宣讲和菜
单式宣讲。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健康安全，按照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要求，日前，南开区对辖区内天津幼儿师范学校师生进行预防性核酸检测筛查

工作。

记者 王英浩 摄

国庆黄金周之际，在景区

附近，一名游客把喝完的饮料

瓶随意丢弃在路旁，对身边的

垃圾桶视而不见。如此不文

明旅游行为令人生厌。

记者 清风 摄

不文明旅游行为
曝光台：随地乱丢垃圾

南开区深化四大行业领域整治

巩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刘

凯 李智勇 张宇）记者从区扫黑除恶四
大行业领域整治推进会上获悉，按照部
署要求，南开区开展信息网络、自然资
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四大行业领域整
治攻坚战行动。通过最坚决的态度、最
高压的态势、最有效的举措、最有力的担
当，对四大行业领域违法犯罪线索开展
“大扫除”，坚定不移地把常态化扫黑除
恶斗争进行到底。

为确保此次整治取得实效，南开区
多措并举、综合施策。一是落实重点任
务，对信息网络、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
程建设四大行业领域乱象及涉黑恶线索
兜底排查，对“有黑无伞”“黑大伞小”的
案件回溯调查，对在侦案件，严格落实
“一案三查”，依托现代化科学技术，运用
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提升打击能力。
二是针对涉民生领域，包括社会治安、金
融放贷、市场流通、文化旅游和教育卫

生，特别是本次专项整治的信息网络、自
然资源、交通运输和工程建设四大行业
领域，结合案件和实际及时制发“三书一
函”并加强与被建议单位的联系沟通，积
极提供法律服务、督促并协助整改落
实。三是坚持“打击为先、防控为基、监
管为重、立制为本、明责为要”五项原
则，通过依法打击四大行业领域违法犯
罪活动，深入整治管理乱象，彻查背后
的腐败和保护伞，健全完善四大行业领
域源头治理防范整治机制、行业监管机
制、常治长效工作机制，从而带动其他
行业领域整治扎实开展，巩固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无黑”城区建设成果。四是
充分运用各种媒体手段，加强舆论引
导，在向四大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做好法
律政策宣讲、解疑释惑工作的同时，畅通
举报渠道，进一步激发群众检举违法犯
罪及其“保护伞”的积极性，向党和人民
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嘉陵道街雅安西里社区举办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童心向党党的故事我来讲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 通讯员 余

淑贞）为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引导青
少年从小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厚
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日前，南
开区嘉陵道街雅安西里社区举办“童
心向党·党的故事我来讲”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向青少年

们重点讲述了中共一大的主要内容和
历史意义。随后，社区青少年代表用
真挚的情感向大家讲述了红色经典故
事《刘胡兰》。“你小小年纪，就不怕死
吗？”“怕死不是共产党员。”铿锵坚定
的声音感染了在场的听众。社区青少
年纷纷表示，要向革命先烈学习，不怕
困难、敢闯敢拼，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南开区运用广播电视节目等形式开

展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图为鼓楼街

铜锣湾社区居民群众观看第七届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第六届天津市道德模范、南

开区道德模范俞永慧的先进事迹。

记者 王英浩 摄

学习宣传道德模范

南开交警支队集中整治酒驾醉驾

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刘

子暘）为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连日
来，南开交警支队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在
全区范围集中开展酒驾醉驾及其他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通过加
大交通秩序治理力度，全力保障全区道

路安全畅通。截至记者发稿，依法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74起，其中酒驾4起。

在此次集中整治行动中，交警南开
支队全面加强日常严管，采取固定点位
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继续保持
全时段、全区域、高频次开展集中治理

行动，严查严治涉酒涉牌涉证、超载超
速等严重交通违法的同时，结合“零酒
驾”创建，深入餐饮门店、客货运重点运
输企业、社区开展“面对面”宣传，广泛
介绍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的严重社会危
害；坚持严格治理与宣传引导有效结
合，发挥执法震慑和宣传警示作用，教
育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交通
违法行为，最大程度消除交通安全风险
隐患，共同营造平安、良好的交通安全
出行环境。

市体育医院圆满完成全运会天津运动员核酸检测任务

助力体育健儿再创佳绩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吴

超）日前，以黄河医院为主要载体的
天津市体育医院圆满完成第十四届
全运会天津队运动员和裁判员核酸

检测任务。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疫情防控要求

和参赛规定，参赛运动员和裁判员需提
供赴赛区前14天、7天、48小时的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天津市体育医院承接
此项任务后，为了不影响运动员的训练
和休息，安排健康管理中心专业人员提
供上门服务，前往南开区内的游泳中
心、网球中心、体工大队等运动员封闭
训练的项目管理中心，为我市参赛的部
分运动员、裁判员等进行分阶段的核酸
检测工作，助力我市体育健儿顺利参
赛，再创佳绩。

（上接第17版）还依托社区网格红管家，同
时拓展“道德门诊、管家巡逻、邻里访、帮帮
团、管家议事会”等服务，更深一步探索居

民自治，逐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
理格局。三是以提升群众满意度为目标深
入开展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积极营造全民

知晓、全民支持、全民参与创文的良好氛
围。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让广
大市民在亲身参与中体验城市变化，持续
提升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真正使创文成
为全市人民的共同心声和自觉行动，进而
形成人人参与创文的新常态。

倾力提升人民幸福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