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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本报讯（记者 马其杰 曲美娜 通讯员 杨阳）为
养老服务注入红色力量让党的温暖覆盖养老机构，
西青区以党建为引领，在养老机构实现党的组织和
党的活动全覆盖，以“党建强”促进“服务强”以“党建
红”造就“夕阳红”。

在大寺镇为善园养老院，老党员李寿强老人正
慷慨激昂地给大家讲党史，讲完党史，老人们意犹未
尽，还唱起红歌。李寿强老人说：“我们为什么要唱
歌呢？唱歌是无形的动力，感觉我们还很年轻，有使
不完的劲儿，所以要学会唱好革命歌曲。”

在养老院建立党支部，组织专题党日活动，让
老党员找到组织，有归属感，这是西青区以党建工
作促进养老服务的一个重要举措，年轻志愿者们会
定期来到养老院为老党员们组织各式各样的党日
活动。为善园养老院老党员张一龙说：“我每次都
积极参加会上发言，感觉有事干了，不像从前那样，
没有劲头，现在每天都活力充沛，跟大家在一起交
流，特别开心。”

以党建工作促进养老服务提升，以养老服务推动

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西青区以党建为抓手，让老
年人有更多获得感。为善园养老院党总支书记李月玲
说：“我们经常陪老人们看看红色电影，跟他们谈谈心，
让老人在养老院可以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关爱。”

在西营门街红色养老院，一场由志愿者组织的演出
让养老院瞬间热闹起来，老人们聚在一起，看表演聊家
常。这样的演出活动并不是一次两次就结束了，而是每个
月都会有不同的志愿服务活动送上门，给老人带来快乐。

西营门街红色养老院副院长张页辉对记者说：“因
为我们养老机构提供的更多的是生活照料，精神上面
的服务稍微欠缺一点，这些爱心企业、社区组织的活动
正好能给我们做一个补充，年轻人来的次数多了，我们
这里也热闹了，老人们的精神头儿也被带动起来了。”

在该养老院杜玉琴奶奶房间，3张肖像画一直被
老人贴在床头，这是前来参加志愿服务的孩子们亲手
给奶奶画的。杜奶奶对记者说：“我就在坐着看节目
的时候，她们就画下来了，我特别喜欢，看见画，我就
想起她们，盼着孩子们还来，她们来了，我就开心。”

西营门街以党建为引领，以社会力量为支撑，构

建起“党建引领+养老服务”的新模式。通过选派专
职党建指导员的方式，组建起了西营门街红色养老
院党支部，引入先进管理理念和志愿服务，真正让养
老服务保质保量。

西营门街道工委委员夏萌介绍说：“目前，西营
门街联合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康
复理疗中心、达仁堂和乐仁堂两家制药厂以及5家物
业公司，成立了为老服务的红色联盟，组织了14支为
老服务志愿队，让社区老人们在身边就能实现老有
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西青通过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化养老服务，把服务
触角最大限度地延伸到老年人身边，为社区老人们编
织起了一张充满人文关怀的幸福网，让老年人在家门
口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党建+养老”的新模式也正在西青区各街镇相

继推广，“党建强”带动了“服务强”，“党建红”造就了
“夕阳红”，在一批又一批党员和志愿者的努力下，
“爱党”和“敬老”的氛围越发浓郁，全区养老服务再
上了一个新台阶。

以“党建红”托起幸福“夕阳红”
西青养老机构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全覆盖

张茂刚，西青区李七庄街于台村青年农民，残
疾人，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双料冠军。他自强不
息，敢向命运挑战，走出一条奋发有为的人生之路。
他的家庭也是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爸爸、妈妈、妹
妹和他一家四口人和睦相处。不仅如此，他们全家
人都乐于助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为创造美丽和谐的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温馨家庭，听听他
们的感人故事吧。

张茂刚1岁时被诊断患有脑瘫，尽管连正常的说
话走路都困难，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一个偶然的
机会使他开始从事残疾人运动。训练内容非常枯燥
乏味，每天就是握着冰冷的器械，重复着不知重复了
多少遍的动作，每天举起的重量累计达两万公斤左
右，相当于每天要搬运400袋50公斤重的大米，残疾
人从事运动的不易可想而知。自懂事起的漫长日日
夜夜里，他靠着坚强的理想和信念，同厄运抗争，走
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路。在2013年全国残疾人
田径锦标赛中，他获得铅球、铁饼双项冠军，获得
2013年西青区和天津市“自强学生”“自强少年”的荣

誉称号，2014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获铁饼冠军
和铅球亚军。

张茂刚的成长离不开他那个幸福和睦的家庭，
爸爸、妈妈、妹妹和他四口人，全家人和睦相处。爷
爷在世时，张茂刚父母起早贪黑工作养家，妹妹还得
上学，照顾爷爷的重担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张茂刚是
个勤劳懂事的孩子，爷爷瘫痪常年在床不能自理，一
日三餐都由他照顾，他知道爷爷需要像小孩一样关
怀。爷爷喜欢吃花生，可没有牙，自己嚼不动，他就
将花生用擀面杖擀成细末给爷爷吃；爷爷肠胃不好，
经常便秘，吃了药很容易大便失禁拉在裤子上，每次
他都细心给老人清洗干净，从没有嫌弃过什么；爷
爷年老耳朵不好，平时家人聊天听不太清楚，他知
道老人一定很无聊，就坚持每天下午陪老人说话，
给老人讲自己看到的新鲜事情，看着老人开朗的笑
声，他自己也感觉很幸福。他坚持照顾着爷爷，直
到爷爷去世。

2017年7月份，张茂刚毕业，由于自身原因找工
作特别困难。为了不让父母为自己担心，也为了不
给父母增加负担，他用自己积攒的资金创业开办了

一间文具店。他从零开始学习，找货源、租店面，凭
着坚强的毅力和努力，慢慢自己摸索出了规律。因
为靠近小学校，他会去和小学生聊天，知道学生们的
需求，再货比三家地去进货，就这样半年过去了，文
具店已经初具规模，顾客已经稳定下来，他通过自主
创业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生
活得开心快乐。

真心待人是他们全家的处事态度，一家人与邻
居都能够和睦相处，邻居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
时候，都会热心帮助。张茂刚一家人都希望通过自
己的微薄之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创造美丽和谐
的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平时的经营中，他们始终遵循货真价实、诚实
守信、薄利多销的原则，对一些经济上暂时困难的村
民，主动赊欠商品；对一些要求将亲友赠送的礼品置
换成其它商品的人，也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有时村
民经济上遇到了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一家也
尽量给予帮助。他们一家人的善行得到了当地居民
的交口称赞。

他们坚信一个幸福、快乐、和谐的家庭需要每个
家庭成员共同的努力，只有每个人都奉献一点爱，家
才会更温暖，只有每个家庭都幸福了，社会也才会更
美丽和谐。

这些年，他们的家庭也荣获2016年“全国最美家
庭”、2016-2017年度“全国五好家庭”、2018年第十一
届“全国五好家庭”等荣誉称号。

通讯员 刘会博

身残志坚好青年 和乐融融一家人
——记李七庄街于台村文明家庭张茂刚一家

本报讯（通讯员 韩抒琪）为推
进医疗卫生健康领域诚信体系建
设，加强医疗卫生机构规范管理，优
化提升全区营商环境，西青区诚信
办探索开展“信易+医疗卫生健康
行业”活动。

据了解，西青区在 2020年对 6
家通过《西青区卫生健康行业综合
评价》的诚信单位颁发“医疗卫生
行业诚信单位”证书的基础之上，

持续深化医疗卫生健康行业诚信
建设，扩大“信易+医疗卫生健康行
业”守信激励应用范围。2021 年，
依托西青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开
展了医疗卫生行业信用评价工作，
14家信用记录良好且信用评价等
级达到A级的医疗机构将在项目
审批、荣誉表彰、融资便利等方面
的激励措施，营造“守信光荣”的行
业氛围。

西青开展“信易+医疗卫生健康行业”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梁宇）为丰富
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增强群众满足
感和幸福感，近日，西青区“文化惠
民超市”走基层——相声艺术表演
在西营门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拉
开帷幕，为辖区群众带来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文化大餐”。

本次演出共包括相声、快板等
6个节目，演出在快板书《劫刑车》
的表演中开场，节目取材于小说
《红岩》中“双枪老太婆”为救重庆
地下党员江姐劫刑车、除叛徒的经
典桥段。演员扎实的功底、精湛的
演技结合正义感人而幽默的故事
情节，成功带动起了现场观众的情
绪，“这正是，我们地下党武装纵队
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当
这句铿锵有力的经典台词响起，台
下观众脸上都洋溢着骄傲的神情，
讲到叛徒甫志高被处决时，台下响
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买卖论》《八
猫图》《扒马褂》等相声段子接连不

断的包袱逗得观众捧腹大笑，现场
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传统戏法
穿插在相声表演之中，演员变幻莫
测的精彩表演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大家不敢眨眼，生怕错过精彩的瞬
间。整个演出内容积极向上，风趣
幽默，将经典作品进行赋予时代特
色的改编，通过一个个节目回望党
的奋斗历程、感念党的恩情，为现
场观众带来欢笑和感动。

此次“文化惠民超市”走基层
演出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使群
众充分领略了相声曲艺的独特魅
力，也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
义教育。演出结束后，大家纷纷
表示希望以后经常举办类似的活
动，提高大家的文化鉴赏水平，丰
富精神生活。

让群众领略相声曲艺独特魅力

西青“文化惠民超市”进基层

本报讯（通讯员 梁宇）日前，西
青区文明办、区科技局联合天津师范
大学心理学部开展了心理健康科普
活动。
在精武中学崭新的课堂里，天津

师范大学心理健康科普基地杨春教
授为40余名八年级师生带来了一场
“让压力远离我们——寻找幸福之
旅”的心理健康科普讲座，通过深入
浅出并富有大量实际案例的解读，引
发了学生们的阵阵共鸣，寓教于乐般
将情绪疏解、压力调节等心理学知识

传授给了在场师生，学生们听得聚精
会神，学校老师们也表示受益匪浅。

此次活动加深了中学生对心理
健康知识的理解，帮助其解决在学
习、生活中产生的心理困扰，树立健
康的心理意识，学会心理状态的自
我调节，培养健康、健全的人格。区
科技局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及素
质教育各项工作，今后将持续协调
区内科普教育资源进一步丰富学生
课余生活，助力“双减”政策在全区
的落地。

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困扰

西青心理健康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刘会博）日前，
西青区文明办与西青区教育局联合
先后在天津市第九十五中益中学校
和王兰庄中心小学举行消防安全教
育进校园活动。

本次活动，通过现场互动、讲座
授课等形式，进一步提高校园师生
消防安全意识和防火自救能力。活
动中，消防车开进了校园，消防员将
各类消防设施的功能与操作流程一

一介绍给同学，并现场邀请同学体
验使用常见消防器材。在讲座环
境，消防员从什么是火灾、火灾的类
型、如何避免火灾、校园消防安全注
意事项、遇到火灾该怎么办等多方
面，现场讲解火灾的形成原因、危害
程度以及火灾自救方法等必备常
识，全方位提升师生们远离火灾、珍
惜生命的意识，共同护航青少年健
康安全成长。

提高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西青消防安全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吕田 郝茂

植）日前，西青区司法局、区普法办
联合西青经开集团多个部门在天
津市全博中通速递有限公司开展
了“我为群众办实事”送法进企业
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普法工作人员通过
悬挂宣传条幅、设立法律服务展台
以及发放法治宣传资料等方式，宣
传防范电信诈骗等与群众生产生
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企业

职工增强法治意识，提升依法办事
能力。

与此同时，专业律师现场以案
释法，为职工讲解了企业经营管理
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如职工个
人隐私侵犯、职工个人信息泄露、企
业安全保障义务等内容。在场职工
带着学习热情与普法人员进行互
动、探究，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营造了良好
的法治学习氛围。

引导企业职工增强法治意识

西青普法宣传进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 梁佳慧）近日，西青区广泛开展
“传统节日振兴工程——我们的节日·重阳”系列主题
活动，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团结和谐
的社会氛围。

重阳节是中国传统节日，在悠久的发展历史
中又形成了登高祈福、饮宴祈寿、感恩敬老等习
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推进传统节日振兴
工程，西青区文明办开展“传承好家风 重阳话孝
道”网络文明传播活动，宣传“爱老敬老”的传统
美德，营造“爱老及幼、家庭和睦”的社会氛围。
西青区慈善协会联合区民政局组织开展重阳大型
慈善义诊活动，免费为近50名生活困难家庭的65

岁以上老人进行综合科、眼科、耳鼻喉疾科疾病
诊察，制定出对症治疗方案，并进行用药指导和
饮食指导，热情周到的服务获得了在场老年人的
一致好评。中北镇燕宇花园社区举办“庆重阳·
DIY蛋糕”活动，社区近30名老人齐集一堂，在甜
品老师的悉心指导下认真地学做蛋糕，度过了一
个团圆快乐、幸福甜蜜的重阳节。李七庄街凌庄
子社区开展“敬老月”志愿服务活动，以爱心体
检、普法讲堂等形式，为社区老人们提供了交流
展示的平台，让老人们切实体验到社区生活的温
馨欢乐，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让重阳佳节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为老年“夕阳红”
增添亮色。

敬老传美德 登高望未来

西青开展重阳节系列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周涛）日前，西
青区诚信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与西青区国资委联合永泰恒基
公司开展诚信建设专题宣传教
育活动。

在宣传活动现场，西青区诚信建
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通过向
永泰恒基公司职工讲解企业成功的

小故事，教育引导公司职工树牢诚信
理念，充分认识到诚信对个人、对企
业、对社会的重要性。

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强化了企
业诚信思维，树牢了诚信意识，弘扬
了诚信精神，为扎实推进西青创建文
明企业，进一步提升西青企业文明素
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教育引导职工树牢诚信理念

西青诚信文化进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 田家兴）日前，西青区农业
农村委在辛口镇当城批发市场开展了“科技下
乡——开展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保障粮食安全”
世界粮食日主题宣传活动，努力营造粮食安全
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

现场现场，工作人员们以“世界粮食日”
为主题，就支持粮食生产、确保粮食种植面
积、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强化科技水平支撑等
内容开展了宣传活动，共发放 150 余份宣传
册、200余份宣传品。同时，现场工作人员还
就参与群众关心的粮食安全、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内容丰
富，语言质朴，进一步强化了人民群众对粮食
安全重要性的认识。

西青农业农村委开展

“科技下乡”宣传活动

�日前，西青区大寺镇金谊花园社区邀请壹加恩
防灾减灾服务团队开展急救普训及消防飞行棋互动

体验活动。消防飞行棋环节，吸引了约30名儿童的参

与，扮鬼脸、蹲起、唱歌等游戏互动环节不仅充分调动

了小朋友们的参与积极性，也教会了他们许多消防知识要

点，这种寓教于乐的

方式赢得了在场家

长的一致好评。

杨阳 摄

�日前，西青区开展了自救互救及应急救护知
识与技能培训活动。活动中，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

们，来到中北镇红杉花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向社区

群众讲解了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专业知识，对相关

救护操作要领进行了现场示范。本次培训活动的开

展，增强了居民们急救意识，同时掌握了急救技能技

巧，提高了自救互救能力。 王向伟 摄

日前，西青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来到中北

镇红杉花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社区老人进行

义务修脚、义务理发。同时，还走进社区老党员的

家中，看望慰问老党员，为他们上门测量血压、讲

解保健知识、发放防疫用品以及急救包，为老人们

送去节日的温暖与祝福。

王向伟 马云静 摄

文明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