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视点

今年以来，津南区聚焦百姓需求，持续推进

体育设施建设工作，精心打造社区体育园，现已

建成体育公园、健身园320处，为百姓日常运动提

供了支持，打通了服务全民健身的最后一公里。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更是民

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因此，我国早

已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既体现了政

府以人为本、惠及民生的执政理念，又顺应了国

民追求健康的诉求。就在前不久，国务院发布

了《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就今后一个时

期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做出部署。

生命在于运动。在生理上，健身有利于人体

骨骼、肌肉的生长，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系

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机能状况，有利于提高

机体的抗病能力和适应能力。在心理上，健身可

以陶冶情操，保持健康的心态，充分发挥个体的积

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自信心，使个性

在融洽的氛围中获得健康、和谐的发展。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津南

人开始重视健身，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正在成为大

家的共识和行动。于是，公园里,老人们散步、打

拳，在运动中收获快乐；球场上，青年们奋力拼

争，在运动中增进友谊；绿屏中，三五好友一起

骑行，在运动中领略自然的美好……衷心希望

更多朋友能够利用好身边的健身资源，加入

到全民健身的活

动中，用更加强

健的体魄创造更

加精彩的未来。

全民健身全民参与
□ 筱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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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跟党走 文明实践看天津”系列活动在津南区举行

文明之光在社区闪耀

9月23日，来自小站第一中学、双港联合小学两所“护
苗”工作站试点学校的同学们济济一堂，共同聆听普法宣
传，开展主题读书活动，通过绿色阅读汲取思想养分，涵养
爱国情怀，促进健康成长。

作为2021书香津南·读书月的重要环节之一，此次活动
以“护苗”工作站为依托，邀请文化市场管理人员为学生们
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活动现场，主讲人不仅向同学们介绍
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内容，还结合实际案例，重点介绍
了进入网吧、歌厅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危害，并通过现场互动
的方式教给同学们如何辨别盗版书籍，引导广大青少年文
明上网、绿色阅读。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积极发言，
分享自己选购图书的故事与心得。

活动中，“护苗”工作站试点校小站第一中学校长进行
了表态发言，表示将积极发挥“护苗”工作站作用，切实为未
成年人健康茁壮成长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来自双港
联合小学的学生代表向全体同学发出倡议：自觉远离不良
网络信息和非法出版物，珍惜校园生活，养成良好阅读习
惯，积极健康向上成长。

活动现场展出了由小站第一中学师生创作的“护苗”主
题书法作品和手抄报百余份，发布了津南区“护苗”工作卡
通形象，并向来自两所学校的200余名中小学生发放了图书
等主题宣传品。

活动尾声，学子们饱含深情地演唱了歌曲《少年》，并以
齐诵《少年中国说》的方式献礼新中国成立72周年华诞，立
志为家乡发展和祖国昌盛贡献青春力量，活动在同学们一
声声“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响亮宣言中结束。记者 陈涛

津南区开展读书月主题活动

绿色阅读 护苗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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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正在安装健身器材

我为群众办实事

就近健身、社区健身是百姓最关注、最现
实的民生话题之一。今年，津南区按照市体
育局民心工程社区体育园建设总体工作部
署，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聚焦百姓健
身需求，规划建设8个社区体育园。截至目
前，社区体育园建设已取得了初步成效，社区
群众就近健身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在双林街林城佳苑南侧健身小广场
内，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更换运动健身器
材。这是今年津南区规划建设的8个社区
体育园项目的最后一个，九月底完成施工
建设。该项目规划投资20万元，体育园内
安装了新型太阳能供电屏显健身器材，方
便群众在健身过程中，实时观测运动数据，
引导群众科学健身。

年初，区文旅局对津南区11个镇街的
多处健身场地进行实地走访调研，对符合
建设标准的小公园、小区场地进行前期项
目的总体规划，在公园、小区原有的绿地、
树木、石砖、步道的基础上，加上体育健身
元素，选定8个社区体育园建设地点，规划
设计社区群众家门口的健身休闲空间，让
体育健身的生活方式融入百姓的日常生
活。经过四个多月的施工，津南区社区体
育园项目已全部完成建设，对群众免费开
放使用。

根据试点经验，津南区社区体育园的
选址在已建成的、具有较大空间的居民小
区内部、两个或三个居民小区的接合部、街
心公园绿地等适宜安装健身设施的场所。
同时根据具体建设场地的不同地形、地势
条件，结合居住小区内群众健身需求，灵活
地配建了包括健身驿站、儿童游乐设施、多
功能运动场、健身广场等在内的健身设施，
较以往社区健身园有了极大提升。

截至目前，津南区现有体育公园、健身
园320处。同时，结合笼式足球场、多功能
运动场、篮球场等体育建设载体，有效解决
了群众去哪儿健身的问题，满足了群众就
近健身的需求。下一步，津南区将进一步
实施市、区民心工程设施建设的任务，打造
15分钟健身圈，让津南全民健身的设施水
平迈上新的台阶。

记者 唐文博

津南区建成8个社区体育园

就近健身 居民心满意足

镜像
津南

喜迎国庆
满城洋溢“中国红”

辛庄镇启动全民公益行

双新街：诗歌朗诵抒发爱国情

双桥河镇：手工编织中国结献礼新中国华诞

在国庆节来临之际，津南区各社区举办丰富多彩的
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通过文艺演出、国庆主题
手工制作、青少年儿童爱国主义教育等活动，表达对祖国
的祝福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咸水沽镇：在制作国旗升降台中接受爱国教育

八里台镇工作人员通过表演讲述社区治理的感受

青少年化身古代先贤、爱国将士、模范人物，传播正能量

9月27日，“永远跟党走 文明实践看天
津”系列活动在津南区举行，秉承文明实践
助力绿色高质量发展、志愿服务破解基层社
会治理难题、人居环境整治擦亮乡村振兴底
色、文化活动满足群众精神文化新期待、深
耕思政课堂培育时代新人的实践理念，津
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五个点位同步
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作用，更好地凝聚群众、
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走深做实。

文明实践弘扬时代新风

在津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场主
题为“文明实践我来啦”的故事汇活动正在
进行，来自全区各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所的宣讲代表和志愿者汇聚一堂，动情地讲
述着发生在津南这片热土上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故事。
八里台镇带来的快板表演《夸夸社区六

大员》，以轻松诙谐的方式展现了“六大员”
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小站镇带来
的演讲《发生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的紫淼
故事》，满含深情地讲述了志愿者团队的故
事；双桥河镇、葛沽镇的志愿者也分别讲述
了志愿者代表用实际行动感召和带动身边
人加入志愿服务行列的感人故事，引起在场
观众的强烈共鸣。
除了故事汇，一场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堂

也在同步进行，来自咸水沽第六小学的50
多名学生身着不同服饰，或扮演安禄山起兵
叛唐时，身处沦陷区的爱国诗人杜甫；或扮
演国家受到列强侵略时，赶走侵略者的爱国
志士；或扮演新冠病毒悄然来袭时，舍小家
为大家的战“疫”人物……小演员们化身心
中的英雄模样，以古颂今，感受英雄们的足
迹。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正成为基

层群众分享故事、传承精神的舞台，无论是
一名志愿者，还是一堂思政课，文明实践在
基层落地开花，打通了“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文明实践增彩绿色发展

秋风轻拂，来自院校、企事业单位等部
门的50余名津南区青年志愿者相约绿色生
态屏障·咸水沽湾，他们坚持“文明实践 我
参与”的理念，身着红马甲、脚蹬共享单车，
穿梭在绿树丛林中，将绿色的生活理念及方
式传递给身边人，不仅成为一道靓丽的文明
风景线，更拉开了绿屏之中文明实践活动的
序幕。
来到被一塘莲叶簇拥的湖心栈道，咸水

沽镇的模特队和瑜伽队正“合二为一”应景
创作，伴着一曲《荷塘月色》，姐妹们舒展筋
骨、尽显笑颜，彼此沟通情谊，延伸对美的感
受。

咸水沽镇益华里社区老年大学的师生
也“相中”了这片大绿野趣、生机无限的好地
方，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多次将公益课堂搬
进“小木屋”，趁国庆之际，大家情感饱满，抓
紧排练歌曲《走向复兴》，为新中国成立72
周年献礼。

稻田旁、凉亭下……绿屏中的各个打卡点位
都不乏文艺创作、惬意休闲的身影，银发族
精神抖擞演奏萨克斯曲目《夸夸我的家乡》、
不吝笔墨的书画爱好者勾勒大美津南、乔装
农夫的评剧演唱者编排《黑大爷》选段，一时
间，文明新风尚在绿屏交织荡漾。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津南区

高标准规划、高水平打造的绿色生态屏障，
如今已经呈现出一幅大绿野趣、郁郁葱葱、
鸟语花香、生机盎然的绿色生态画卷，它不
仅催生了绿色产业，更带动了绿色人文。

文明实践助力人居环境

“今天我们板凳课堂的主题是垃圾分类，
在日常生活中垃圾分类大概有四种，它们分
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
垃圾……”在双桥河镇西官房村，每月一次
的板凳课堂又开讲了，十几位村民围坐在一
起，认真学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其间，志
愿者从垃圾分类的意义及开展垃圾分类工
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
出地讲解，使村民们对垃圾分类的好处、方
法、处理流程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板凳课堂接地气、入人心，卫生集中清
整也在如火如荼、热火朝天。当天，志愿者
们有的清扫路面，有的擦拭健身器材，有的
清理绿化带里的杂草和垃圾，还有的则深入
村民家中，倡导大家杜绝乱贴乱画、乱泼乱
倒、乱搭乱建、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共同
维护整洁有序的卫生环境……他们以实际
行动向村民们宣传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
立“村庄是我家，文明靠大家”的理念。
“今天开展的活动只是我们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的其中一个部分。”西官房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站长杨蕾表示，“平时我们还
会组织志愿者们开展科普宣传、文化健身、
困难群众帮扶等一系列志愿服务，就是想通
过广大志愿者的示范引领，增强全体村民的
卫生意识、道德意识和文明意识，让大家自
发自觉地参与到村庄建设中来，助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常态化、制度化。”

文明实践丰富文化生活

在辛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我们
的节日献爱心·国庆节”系列活动精彩上演，
文艺展演、志愿服务、非遗展示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吹起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春风”。
“金龙”“红龙”翻腾盘旋，舞龙表演《龙

腾盛世迎国庆》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随
后，激情洋溢的红歌《五星红旗》、朗朗上口
的快板《看升旗》、温馨抒情的大合唱《祝福
祖国》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了社区群众积
极奋发的精神面貌。

除了精彩的文艺汇演，居民们还“零距
离”地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葛沽崔记
传统茶汤、工艺面塑、田氏传统木工榫卯、赵
大肚子猪肉烧麦、高氏空竹等传统手工技艺
纷纷亮相，别样的文化盛宴引得在场观众纷
纷驻足观看。

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
说：“榫卯是古代中国建筑、家具及其它器械
的主要结构方式，在不使用钢钉的情况下，
利用榫卯加固物件。我现在制作的很多老
物件和微缩的器具，就是通过榫卯技艺再现
过去的那段历史和生产场景，我也希望通过
非遗展示更好地推广优秀传统文化，让非物
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弘扬。”
此外，“帮帮团便民服务队”还在活动现

场开展了义务理发、健康咨询、安全宣传等
志愿服务。据汀上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刘
子君介绍，这支服务队每月都举办便民服
务，主要为社区老年群体提供血糖血压监
测、视力筛查、智能手机使用等不同类型的
服务，累计服务已超过1500人次。

文明实践破解治理难题

“你拍四我拍四，烟头纸屑投桶里；你拍
五我拍五，创文创卫不马虎。”在双新街万盈
家园社区法治小广场，社区“金牌”宣讲团正
在排练他们的原创作品《创文创卫齐努力》
拍手歌，而在另一边，万翠台北苑“身边榜
样”实践亭中，一场“文明实践 德润双新”主
题演讲火热开讲。文艺爱好者与社区志愿
者围坐在一起，从优秀党员事迹聊到文明家
风家训，从身边好人故事谈至社区文明创
建，来往的居民纷纷被吸引，或拍手互动，或
凝神细听，共谱文明新风。
“赵大爷，您上回反映的小区道路有破

损的情况，我们已经核实并第一时间修缮，
现在已经修好了，您可以放心通行啦！”在重
点关爱家庭赵恒礼家，志愿者的换季走访带
来了新消息，让赵恒礼和94岁的老母亲开
心不已。“社区工作者定期敲门跑腿，与我们
聊天谈心，这些小伙子，看着就亲！”赵恒礼
笑着说。
活动当天，社区工作者和小区网格员还

通过直播向广大网友介绍智慧安防系统和
“访、敲、望、应、畅、疏”六字工作法，生命通
道实时监控、智能充电桩惠民便民，为低楼
层独居老人安装“昼夜牌”等为民服务举措，
均收获了网友的满屏点赞。
“没有什么比社区群众勠力同心，更给

予我们支持与力量。”这是来自于双新街社
区工作者的一段感慨，而活跃在各个社区的
700多名志愿者也在用最热情的方式，将志
愿服务、将文明实践内化于心，传播着奋进
的力量。
记者 刘静男 张鸾 董莹莹 周茹涵 沈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