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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怡家园社区邻里互助弘扬传统美德

独居老人吃饭难 热心邻居帮送餐
北辰非遗

古镇宜兴埠建于明永乐二十年，
与城区一河之隔，受到城内妈祖皇会
和漕运文化的影响，先后建立了药王
庙和碧霞宫。清代乾隆末年（公元
1790年），诚音法鼓在宜兴埠诞生，当
时作为庙中“娘娘”出巡的随驾会，此
后作为一种群众喜爱并广泛参与的
民间娱乐活动逐渐走向兴盛。

诚音法鼓意为诚音之乐，每逢正
月十五、十六、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
诞辰日及四月二十八碧霞宫庙会都
会设摆表演。诚音法鼓前面是仪仗
队，后面是乐队和九莲灯等道具；晚
上表演时还有几十盏彩灯，宛如彩
龙，亮丽壮观。

宜兴埠诚音法鼓表演中使用五
种打击乐器：鼓、钹、铙、铛铛、镲铬，
其中，鼓是乐队的总指挥。法鼓会现
存有七套鼓谱，常用“鼓心”“狮子”
“老河西”“单双桥”“鼓叫门”五套，其

中“鼓心”是诚音法鼓独有的。“鼓心”以
铙先开，起步时稳，由慢逐步加快，由低
潮到高潮；静时如平湖秋月，表现“娘
娘”和顺、稳重和胸有成竹的特点；动时
似龙腾虎跃，表现“娘娘”一生在大风大
浪中奔驰，临危不惧，救急扶危的气概；
高潮时则如万马奔腾，上擂时如雷霆万
钧之势，展示“娘娘”行善事、得天助、顺
民心、普天同庆的场面。钹的表演者包
头裹胸，采用骑马蹲裆式，手中的钹上
下飞舞，融音乐与舞蹈于一体，技艺动
作刚柔相济，道具古色古香，深受百姓
的喜爱。

诚音法鼓一直积极参加区级、市级
的花会展演，曾多次在天津农民艺术节、
津沽花会大赛等活动中获奖。2013年
10月，宜兴埠诚音法鼓入选天津市第三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以其
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弘扬华夏民间的灿
烂文化。

宜兴埠诚音法鼓

（上接第21版）

津鹏模式加力升级

有了“津鹏模式”的成功，2020年
北辰区再次投资950万元，建设农业
生态产业园项目二期，为丁青县协雄
乡乡村振兴示范点配套产业项目，占
地面积53.75亩，建设有花卉智能温室
2000平方米、高效温室大棚10座。由
丁青鼎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营，并
且在“津鹏模式”合作应用的背景下
持续升级加力，积极开展蔬菜、水果、
花卉种植，助推丁青县农业生态产业
园及深加工项目，为丁青县农业产业
发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二期项目仍采用‘政府+企

业＋科研机构+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以合作社为基础平台，企业为中
心进行市场化运营，让村民直接参与
到种植和管理工作。同时，通过科研
机构和企业开展专业培训，让本地村
民学习与掌握到现代化花卉种植技
术，培育一批掌握新技术的‘新农
人’，致力于打造产业兴旺引领示范
园，助力丁青乡村振兴。”天津鼎农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薄杨
介绍说。

冷链物流保驾护航

以北辰区对口支援西藏丁青县
的优势力量为契机，丁青县继续扩
大津鹏农业生态产业园规模，稳步
有序实施冷链库、物流中心、仓储中
心等产业项目，逐步构建起以科技
研发、优质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加
工、高端物流、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为丁青农业结构
转型升级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带来
新的更大飞跃。
“过去当地农民不愿意种菜的原

因之一就是卖不出去。我们建立了
三个直销点，同时还在蔬菜批发市场

销售。”津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贾士博说。受限于当地农产品运输、销
售的短板，他们还建立了丁青县津鹏冷
链物流园区，是丁青县城区内唯一的农
产品物流交易集散地，园区位于昌都市
丁青县朗通新区，毗邻317国道，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可实现对317国
道周边乡镇以及相邻县区的全覆盖。
园区直接对接丁青县及周边的生产基
地，实现产销对接，有力促进农民生产
适销对路的农产品，能够提升丁青县自
产蔬菜的市场竞争力，带动本地农民生
产积极性，目前已带动并帮助丁青县协
雄、觉恩等 5个蔬菜基地销售农产品
110吨。

产业搭台文化唱戏

在为农业产业发展注入“活水”的
同时，为拓宽丁青文化产业发展空间，
打造丁青县文化产业中心，丁青县还打
造了占地面积7700平方米民族文化产
业创业园区，其中商业楼项目投入的
1750万元全部来源于北辰援藏资金。

该园区设有唐卡展销馆、群众文化
艺术馆、工艺品展销馆、特色书吧、创意
产品店、民俗文化街、民族服饰乐器区、
特色美食街等区域，各具特色、充满民
族风情。目前已有文化企业、特色书
吧、特色餐饮店、民族用品店、音乐清
吧、台球俱乐部、职校民族手工艺品销
售店等41家企业签订了入住协议，积极
解决脱贫劳动力就业问题。

农业生态产业园找准了当地百姓
吃菜难、吃菜贵的症结；冷链物流园区
解决了蔬菜、肉类的销路问题；文化旅
游创意产业园区对推动文化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提升城市形象、实现高质量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北
辰区不断加大对丁青的支援建设力度，
把对口支援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为丁青
经济社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贡献了北
辰力量。

产业帮扶注入发展“活水”精准施策激发致富“动力”

（上接第21版）着力打造便捷高效的
政务环境、富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公
开透明的法治环境、开放包容的人文
环境，更好地服务企业。要加强部门
协调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
面，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再上新台

阶。徐晖希望区内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无党派人士要一如既往地开展调查研
究、积极建言献策，对全区各方面的大
事、要事提出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意见
建议，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
新贡献。

（上接第21版）统筹谋划，持续加强火
源管控，切实防范灾害风险，确保全
区安全形势稳定。

会议指出，重点工作涉及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各相关部
门和单位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将各
项任务逐级分解，确保按时完成。

要进一步强化调度，定期分析重点工
作进展情况，抓紧推动解决难点问
题。要进一步完善机制，着眼工作闭
合，建立责任到底、督查反馈、分级推
动的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各部门主动
谋划、积极落实、攻坚克难的能力，推
动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凝聚智慧力量 优化营商环境

区政府召开第137次常务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杜菲菲）“虽然
儿子不能在身边照顾，但我一点也不
觉得孤单。有张大爷宗大娘照顾，顿
顿都能吃上热乎饭。他们还总来家
里帮忙收拾，有这样的好邻居，是我
的福气呀！”说起悉心照顾自己的张
文彩、宗德霞夫妇，秋怡家园社区残
疾独居老人孙全乐眼眶湿润。

孙全乐今年61岁，邻居们习惯称
呼他“老乐”。几年前，老乐突发脑梗
住进医院，虽经抢救保住了生命，但
落下了半身不遂、行动不便。他离异
多年，唯一的儿子工作忙，经常不在
身边，生活困难。

张大爷宗大娘一家是秋怡家园
的老住户，之前虽然偶尔会在小区
里碰到老乐，但彼此并不熟悉。宗
大娘的女儿张娜在与小区一壁之隔
的秋怡菜市场附近经营一家烟酒食
品店，疫情突发后，小区严格管控，
性格豪爽、待人热情的张娜就建了
一个免费代购微信群，帮居民们采
购生活物资。这期间，老乐也经常
让张娜代购东西。细心的张娜发
现，老乐每次都让她在一个小饭馆
帮忙买烩饼，而且一买就是两份。
经过打听，张娜了解到老乐的难处，
同情之余萌生了照顾老乐吃饭的想

法。回到家，张娜把想法说给父母，
老两口爽快地答应帮忙。
“从今天起，您就跟着我们家吃

吧。我们家吃嘛，就给您送嘛。”从
去年4月开始，老乐每月交纳一定的
伙食成本费和手工费，正式到张大
爷家“入伙”。每天老两口很早就起
床，张罗着采、买、做、送，想尽办法
变着花样做。“每天中午12点前、晚
上6点前准时送到老乐家，冬天天黑
的早，要早点送。以前家里剩点菜，
我们两口子就凑合一顿。现在不行
了，我们吃剩的，也得给老乐做新
的。”宗大娘说。

一年多来，张文彩、宗德霞夫妇无
私照顾独居老人的故事在社区里传为
佳话，老两口还作为 2021 年“秋怡好
人”之一，荣登社区文化广场新建的“秋
怡好人墙”。“通过选树典型、正面引导，
让邻里和谐之风吹遍社区。现在像张
文彩夫妇这样的好邻居，在秋怡家园社
区越来越多。”据秋怡家园社区党总支
书记刘焕敏介绍，在秋怡家园2300余
户居民当中，有40多名孤寡、独居、残
疾老人。2019年起，在普东街道办事处
的大力支持下，社区连续3年开展“秋
怡好人”评选活动，鼓励邻里互助，弘扬
传统美德。

1.区和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重

要意义是什么？

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是支
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
政治制度，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特点和优势。做好各级人大
换届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
要实践，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

2.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基本

要求是什么？

答：第一，要坚持党对选举工作的
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本质要求和最大优势，必须
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
心作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
证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
意志，保证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
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
员，保证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人大
代表选举是国家重要政治活动，必须
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党对选举工作
的全面领导，这是第一位的原则、最
根本的原则。各级党组织在人大代
表选举工作中，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换届选举工作的各项决策部
署，为换届选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和组织保证。

第二，要坚持充分发扬民主。人
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本质和核心，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

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
国家权力，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
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人大代表选举直接面对人民群众，是
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激发
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最广
泛动员选民积极参加换届选举，依法
行使民主权利。

第三，要坚持严格依法办事。宪
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代表法等对
选举权的行使，代表的资格和条件、
代表名额分配，选举的组织、程序和
方式，国家机构的产生等都作了明确
规定。人大换届选举的过程，就是宪
法、选举法等法律具体实施的过程;依
法有序进行换届选举，就是宪法法律
权威得到切实维护的有力体现。要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法
治观念，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和
人民意愿统一起来，依法有序做好换
届选举的各项工作。

3.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基本

原则是什么？

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于
1953年制定颁布选举法，1979年重新
修订选举法，其后又先后进行了七次
修改，我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不断
完善，形成了普遍、平等、直接选举与
间接选举相结合、差额选举、无记名
投票的选举原则。

第一，普遍性原则，是指享有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具有广泛性、
普遍性，凡是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都
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依法被

剥夺政治权利而没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的人是极少数。

第二，平等性原则，是指公民在
选举中的地位平等，享有同等的选举
权。具体来说，就是每一选民在一次
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并且每一张
选票的效力相同。

第三，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
合的原则，是指全国人大代表和省
级、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代表由间
接选举产生，县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
接选举产生。

第四，差额选举原则，是指代表
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
额。直接选举中，候选人人数应多于
应选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
中，候选人人数应多于应选名额五分
之一至二分之一。

第五，无记名投票原则，即选票
上不署投票人的姓名，投票人按照自
己的意愿对代表候选人表示赞成、反
对、弃权，或者另选他人。

4.在我国哪些人享有选举权与被

选举权？

答：根据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
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
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除外。这就是说，在我国，公民只要
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就有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二是年满十八周岁，三是依法享
有政治权利。

5.区和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由谁

主持？

答：根据选举法细则的规定，区和镇
设立选举委员会，在区人大常委会的领
导下，分别主持本级人大代表的选举。
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区人大常委会
任命。选举法还规定，选举委员会的组
成人员为代表候选人的，应当辞去选举
委员会的职务。

选举委员会的职责是：划分选举本
级人大代表的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
表的名额；进行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
格，公布选民名单，发选民证；受理对于
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并作出决
定；确定投票选举日期；了解核实并组
织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汇总公布代
表候选人名单；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
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主持投票选举；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
效，公布当选代表名单，发给代表当选
通知等。选举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选
举信息。

6.选民在哪里参加选举？

答：选举区和镇人大代表，由选举委
员会将本行政区划分为若干个选区，代
表名额分配到选区，按选区进行选举。
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
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选区
的大小，按照每一选区选一名至三名代
表划分。行政区域内各选区每一代表所
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选民在选
区进行选民登记，参加选举，不能在两个
以上选区参加选举。每一选民在一次选
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

人大换届选举小课堂 “人大换届选举”这些知识您了解吗？

日前，区科协联合集贤里小学开展科普进校园暨集贤里小学“中国

龙”航空知识科普活动。活动通过通过趣味性、互动性、体验性、参与性

极强的科学动画、科技体验及科学实验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教育引导学

生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感受航天魅力，培养学生们“敢于探索、勤于动

手、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通讯员 王悦 摄

为进一步做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北辰区加大宣传力度，

全面提升宣传实效，让选民了解人大换届选举的重要意义、法律知识及

实施程序，切实提升居民群众对选举工作的知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

图为外卖骑手参与人大选举宣传工作，打造移动宣传阵地，助力营造浓

厚宣传氛围。 通讯员 陈立兴 摄

10月8日，全市最大保障房片区——双青新家园再添一所国办幼儿园。

作为民心工程的北辰区双青第五幼儿园正式开园，幼儿园占地面积4300平方

米，室内设有活动区、共享空间、创意坊、音乐睡眠区、体验室等空间，户外设有

骑行区、攀爬区、跳跃区、投掷区、探索区等区域。该幼儿园为区教育局直属国

办园，设有9个教学班，小、中、大各三个班，可容纳270名幼儿就学，为保障房

片区的孩子享受优质托幼服务提供了新选择。 通讯员 刘颖 摄

日前，北辰实验小学举办“艺彩飞扬，筑梦成长”2021年北辰区文明

校园宣传主题活动，充分发挥美育的育人功能，营造良好的校园艺术文

化氛围。活动中，孩子们通过一系列精彩的节目，展现了他们青春洋溢

的激情和对艺术的追求。

见习记者 赵家明 摄

文明城区常态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