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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津南形象 处处都是文明风景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共享美丽和谐生活
社区多样活动共庆佳节

九九重阳节 情暖“夕阳红”

重阳节来临之际，
为丰富老年人的文化
生活,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
美德，津南区各街镇、社区开展多样的庆祝
活动和志愿服务，提高老年人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北闸口镇泽惠园、御惠园、政安里社区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 30 位老人，日前乘车
来到“网红小村”
——前进村，
在导游的的带
领下，
沿着乡间小路边走边看，
整齐干净、焕
然一新的村容村貌，
“原汁原味”、充满乡愁
的村史馆，科学合理、特色鲜明的乡村生态
旅游景点，
每一处细微的变化都令老人们激
动不已。
“一走进村子，
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
让我感到很激动。然后又走进了村史馆，
里
边摆放的全是老物件，
仿佛让我一下子就回
到小时候，点点滴滴又涌上心头，真是太开
心了。”泽惠园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老
人李相明说。
北闸口镇老年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陈晨
介绍：
“我们日间照料中心开展的各种居家养
老服务都是针对咱老年人的需求，
我们服务的
老人大多是周边还迁社区的居民，
他们有这种
浓烈的乡土情怀，
因此我们想到了到这里来参
观，
想让他们度过一个别样的重阳节。
”
咸水沽镇丰达园社区的小区广场上非
常热闹，社区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 20
余名社区老人义务理发、量血压、测血糖，
社
区老人三俩结伴前来，在各服务点位前分
座。志愿者边检查边详细询问老人近期身

新时代文明实践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区禁毒办

禁毒宣传进校园
近日，双桥河镇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
活动，在双桥河第一小学校园内，以展板
形式开展宣传。工作人员针对青少年身
心特点，从禁毒安全知识入手，结合当前
真实的案例，以案说法，重点讲解了新型
毒品种类，切实增强了学生远离毒品、珍
爱生命的意识。

孩子们为日间照料中心的老人送上亲手制作的花束
体状况，
提醒他们注意防寒保暖、调节饮食；
丰达园社区是咸水沽镇孝亲文化主题社
或大显身手，根据老人的剪发习惯，修剪出
区。作为社区敬老服务的主力军——丰达
清爽利索的发型。
“范儿”DIY 志愿服务队，自今年年初成立以
“我本来就是一名美发师，
从事这个行业
来，
不断提升助老质量，
“点单式”
理发服务已
已经有十余年了。
”
志愿者张洁说，
“今天很荣
成为品牌项目，
截至目前已开展了 6 次，
赢得
幸再一次来到丰达园社区，为老人们剪头
老人频频点赞。
“社区里有居家理发需求的独
发，当看到老人们满脸笑容时，感到很高
居、
残疾老人大概有150多位。社区结合他们
兴。”赵珠琴老人理发后照了照镜子，
满意地
的空闲时间、发型需求、居住集中程度等情
说：
“我腿脚不好，
之前理发都要等到儿子下
况，
以季度为单位，
制定了上门服务清单，
真
班以后开车送我去理发店。今天，
丰达园来
正把对老年人的关怀送到他们身边。
”
丰达园
了理发师，
我下楼就可以剪头发，
特别方便。
”
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周爱君说。

弘扬传统 敬老孝亲

筱辰
九九归真，一元肇始，转眼又是重阳 亲不仅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美
佳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民间自 德，也是深植于每个炎黄子孙灵魂中的
古就有登高祈福、秋游赏菊、佩插茱萸、拜 文化基因，儒家经典《礼记》更有“民知尊
神祭祖等习俗，传承至当代，我国又以立 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
法的形式把这一天定为“老人节”，倡导全 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
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 也”的说法，直接将其与国家的安定祥和
为传统节日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
联系在一起。随着时代的发展，敬老孝
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到“天地之 亲的美德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并成为衡
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敬老孝 量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标尺。
□

（双桥河镇供稿）

津南清风
·中共津南区纪委主办·

在八里台碧桂园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辖区
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台上表演手指操，
老人们
举起手跟随着孩子们的节奏一起
“舞动”
。孩
子们还将自己亲手制作的花束送给老人们，
并
为他们捶背捏肩，
老少同乐，
共庆佳节。现场
的志愿者们不停地用手机拍照，
忙着给每一位
老人和孩子记录下这温馨的瞬间。碧桂园老
年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李利花说：
“重阳节
组织的这次活动围绕着一老一小，
通过联合小
朋友和老人们共同参与公益项目，
让老人们感
受与孩子们互动带来的快乐，
同时在活动中传
承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
“今天在这过重阳节真开心。
”
碧桂园社
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老人赵年荣接过小朋
友送来的节日礼物后告诉记者，
“我平时在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活动，
他们总会举办好多
活动，什么打球啊，跳广场舞啊，丰富多彩，
让我过得舒心、
开心，
心态更年轻了。
”
“越活越年轻”不仅仅是赵年容老人一
个人的感受，
“开心”
的心情也不仅仅是重阳
节的“专利”
。近年来，
津南区养老服务的重
点由机构养老逐步向社区养老、居家养老
转移。以老年日间照料中心为基础，组建
多支志愿服务队伍，结合老年人实际需求，
提供文体娱乐、生活照料、就医康复、精神
慰藉等个性化、定制化为老特色服务，极大
地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广大
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依的需求。

记者 王彤 董莹莹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今天的重阳
节，早已从一个节日升华成一种文化，这
种文化滋润着国人的道德土壤，涵养着
国人的精神家园。这个重阳节，让我们
以真心爱老，以真情敬老，以实际行动助
老；敬老不以事小而不为，助老不以事难
而不办；这个重阳节，让我们孝敬父母，
向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陪他们聊天、散
步，带他们做一次健康体检。这个重阳，
让我们积极参加敬老社会实践活动，善
待身边的每一位老人，用行动进一步营
造尊老爱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文明视点

津南区重点人群
有序接种“加强针”

北闸口镇

移风易俗润民心

自 9 月 27 日津南区启动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工作以
来，全区 10 个临时接种点有力有序推进重点人群预约接种，
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根据加强免疫需要间隔 6 个月的时间要求，津南区首批
“加强针”面向今年 3 月 1 日前已完成两剂次灭活疫苗接种
的重点人群，涉及医疗卫生、冷链运输、机关事业单位中直
接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相关人员等，均为保障社会基本运行
的关键岗位人员。

近日，北闸口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宣
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移风易俗倡议
书、
现场讲解、
发放宣传品等形式，
以通俗易
懂的方式引导村民摒弃当前存在的陈旧风
俗习惯，弘扬环保、绿色、生态、朴素的文明
风尚。

记者 沈欣 通讯员 张骁

（北闸口镇供稿）

最可爱的人
在疫情面前进行检验，考量自己的青
春；他为患者尽心尽力服务，用实际工作创
造自己的人生价值；疫情大考季，他用崇高
的敬业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交上了一份
优秀答卷。他就是津南区妇女儿童保健和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检验技师、检验科主任李
宗旭。
疫情发生以来，
李宗旭作为检验科的主
任，带领着科室职工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并
主动请战到疫情防控一线。2020 年 2 月 16
日，
李宗旭接到命令正式进入津南医院第二
发热门诊，
并迅速组建检验科。来到发热门
诊后，他日夜忙碌，认真规划，仅用 24 个小
时便完成了检验科组建工作，
原本空荡荡的
房间各类仪器设备全部到位，
采血、检验、消
毒等流程规范到位，随时可以进行检验操
作。
发热门诊的工作是繁重而琐碎的，
由于
人员所限，李宗旭和同事实行 24 小时轮值
班制，下班后还要参加培训等工作，第二天
继续忙碌的工作。发热门诊的工作是不分
昼夜的，
对没有夜间接诊经验的李宗旭而言
是很大的考验，他将作息尽快进行了调整，
以最快的速度适应了工作节奏。
李宗旭将检验台作为阵地，
认真对待每
一份小小的检验标本，兢兢业业，尽职尽

——记天津好人、
津南区妇儿保健和计生中心检验技师李宗旭

责。每天的物表、地面、软帘的擦拭以及环
境紫外线消毒和通风、样本检测、上报报表
及与临床医生沟通等，每到深夜，还要进行
血液样本的高压灭菌，
李宗旭对待每一个环
节都严谨认真，
一丝不苟。

2 月 28 日，李宗旭又接到紧急任务，前
去增援津南医院老院和第一发热门诊，
他没
有休整便投入到新的工作中。新的岗位工
作强度更大，
李宗旭常常奔走于两个发热门
诊之间，除了高风险，精力和体力都经受着

按照区委统一部署，定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9 日，对区网格化管理中心、会展经济区管委会
2 个处级单位党组织，咸水沽镇吴家稻地村、同济村、池
家稻地村，双桥河镇西官房村，葛沽镇十间房村、辛庄子
村 6 个村级党组织开展常规巡察。

一、巡察内容

本轮巡察坚守政治定位，强化政治监督，把“两个维
护”作为根本政治任务，以“三个聚焦”为重点开展监督
检查，即：聚焦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市委、区委工作要求情况；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
题和不正之风；聚焦党组织软弱涣散、组织力欠缺问题，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按照规定，区委巡察组
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
一级主要负责人和关键岗位党员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
来访，被巡察村级党组织两委班子及其成员问题的来信
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
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
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
被巡察党组织或有关部门处理。

二、反映渠道

区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区网格化管理中心、会展经济
区管委会，
联系电话：
18622790853
区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咸水沽镇吴家稻地村、同济
村、池家稻地村，
联系电话：
18622107186
区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双桥河镇西官房村，葛沽镇十
间房村、辛庄子村，
联系电话：
18622779383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
2021 年 10 月 11 日-2021 年 11 月 19 日 8:30-17:00
信件寄：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第 X 巡察组(收)
地址：津南区咸水沽镇南环路 21 号(津南区纪委
监委)
邮政编码：
300350
特此公告

津南区委巡察办
2021年10月11日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津南区活动启动
10 月 12 日，津南区委网信办举办的 2021 国家网络安全
宣传周津南区启动仪式，在双新街香雪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
场举行。
本届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
安全靠人民”。启动仪式上，双新街志愿团队用歌曲《我和
我的祖国》、朗诵《更加辉煌明天》传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共
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拥有的获得感，公安津南分局警官则
用身边的真实案例为现场观众讲解了网络谣言、欺诈给居
民带来的伤害。
自 2017 年以来，津南区组建了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开
展了线上线下丰富多彩的网络志愿服务活动，他们积极普及
网络安全知识、维护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活动中相关部门领
导为网络文明志愿者代表颁发聘书，随后志愿者代表向大家
发出网络安全倡议，
邀请大家为网络安全“留言”，
号召大家协
手齐心，
同筑网络安全防线，
共享多彩网络生活。
宣传周期间，
津南区还将组织开展网络安全进机关、进企
业、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等宣传普及活动，以群众通俗易
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

记者 张鸾

用“行走的课堂”
打造“沉浸式教育”

细微见真功 坚守显初心

李宗旭正在进行试剂检验

十一届津南区委
第十六轮巡察公告

巨大的考验。与此同时，
李宗旭还惦念着本
单位的工作，
他通过微信和科室里的同事联
系，
随时了解科室的工作情况。
在李宗旭的日常工作中，
检验工作看似
枯燥，成百上千的标本、试剂就是每天的主
题，没有病人痊愈的喜悦可以分享，没有患
者的掌声和表扬，工作室就是他的全部天
地。但在那里，
李宗旭为医生正确诊断和治
疗提供精准的检验依据，
主动为临床医生和
病人提供咨询，
不厌其烦地为就诊者答疑解
惑。他始终把提升医疗业务水平、提高科室
工作效能放在首位，
配合中心领导积极引进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等先进检验设
备，承担起津南区每年 6000 余人次的孕产
妇甲状腺功能筛查工作，
同时负责全区托幼
机构儿童定期查体和学龄前儿童慢性病筛
查工作。他主动加班加点，从无怨言,带领
科室职工出色完成工作任务。
李宗 旭 将 检 验 工作 岗 位 作 为 实 现人
生理想和目标的大舞台。他说：
“ 我是一
名共产党员，时刻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 切 ，国 家 危 难 之 时 ，正 是 考 验 我 的 时
候！”平凡岗位，勤勉工作，危难之时，挺身
而出，李宗旭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

记者 李莹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帮助学
生解决理想信念问题的课程。要怎样上好思政课？9 月 27
日，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携手津南区教育局开展“大中小学
思政课教师共上一堂课”
活动，
来自津南区与天津现代职业技
术学院的 12 名思政课教师强强组合，教学接力，根据各年龄
段学生的特点联袂打造了三场别开生面的思政课。
展馆内的一段段视频，一张张图片实景再现了生动鲜活
的历史事件，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时代英雄人物的精神，
给处
于思政启蒙阶段的小学生心中种下了颗颗理想信念的种子；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初中学生们来到长
征精神展览墙前，集体高声诵读《七律·长征》，而诗中展现的
长征精神也在现场以情景剧的模式呈现，知识点与“情感”的
结合使处于“拔节孕穗”阶段的初中生深受启发；在高中生的
课堂上，老师用东京奥运会跳水冠军的全红婵的例子打开了
话匣子，
“ 是什么支持一名只有 14 岁的孩子站上最高领奖
台？”
老师的发问引起同学们的热烈交流。
生动鲜活的形式，环环相扣的内容，轻松活跃的课堂氛
围，
给学生以别样的课堂体验。教学相长，
这堂直抵学生心灵
的课程也为台上的授课教师提供了展示“风采”
和切磋“技艺”
的舞台，
前期与其他教师经过反复教研，
精心打磨出了一堂精
品课程，
磨合的过程更是学习的过程。
“这是一场行走的思政课。”把思政课堂从教室搬到天津
海河教育园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新颖的尝试给天津市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研究联盟秘书长朱新华以新的思
考，她说：
“下一步呢，应该聚焦一个教学点，各学段的老师进
行教学研讨，
给学生上不同学段的思政课，
以达到更理想的教
学效果。
”

记者 王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