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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张云生

立足岗位铸就忠诚

大直沽街道文华里社区

智慧停车棚安全实惠获居民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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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体验智慧车棚

直沽文苑
大直沽的庙祠

文 韩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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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老旧小区，给电瓶车充电
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一不小心就
引发火灾。为有效减少和预防电动自
行车火灾事故的发生，解决社区居民
对电动自行车的存放和充电难题，大
直沽街道将智慧车棚建设纳入“我为
群众办实事”的工作范畴。近日，大直
沽街道文华里社区的居民就率先用上

了智慧车棚。
记者在文华里社区智慧车棚采访

期间看到，陆陆续续有市民过来充
电。“智慧车棚”具有大数据风险评
估、智能门禁、智能充电、消防联动、
安监系统等自动化、信息化服务平台，
为居民提供24小时存取车、安全充电
等服务。还有不少居民被车棚顶上悬

挂的“红灯笼”所吸引。实际上，这个
“红灯笼”是悬挂式干粉灭火器，车棚
内一旦发生电瓶车自燃等，灭火器感
应到超过设置温度就会自动工作，喷
洒干粉灭火。

居民李先生正在充电，对于新安
装的智慧车棚连连称赞，“以前都是家
里把线拉出来，很不方便。现在有了
智慧车棚，车子没电了，智能计费充
电，比以前方便多了。”“电线飞下
来，在下面就充电很危险的。现在这
个车棚，有这个灭火装置，感觉很放
心。真的是为我们居民办了一件大好
事、大实事。”居民刘阿姨表示。

除了自动干粉灭火装置，车棚还
配备了灯铃报警、网络烟感、断电保护
消防联动系统，一旦发生异常，消防联
动系统会主动切断车棚主电源，防止
引起二次电气火灾，同步火灾信息并
发送点位信息给后台管理人员。为了
方便居民车辆维修，车棚内有便民区，
配备了便民维修工具。“我们的智慧车
棚还具有潜在风险预警功能，智慧车
棚的智能充电网关能主动判断劣化严
重或存在安全隐患的电池从而发出预
警，大大提升充电的安全性和便捷
性。”天津乐普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吴浩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此前，大直沽街道和
居委会就小区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和充
电问题进行走访摸排，在走访中发现，
因早期居民楼建设缺少对电动自行车
充电和存放的长远规划，随着车辆与

日俱增导致供需矛盾突出，居民楼道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和高层飞线充电
的现象较为普遍，存在极大的安全隐
患，居民对此也表示十分担忧，车棚提
升改造工作迫在眉睫。为此，大直沽
街道领导高度重视，以“我为群众办实
事”为契机，从实地调研到方案制定再
到项目实施，车棚提升改造工作环环
相扣、有条不紊。

据街道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我
们想既要居民规范停车，也要保证安
全。那就要为居民创造条件，在保证
安全又美观的前提下，造一个公共的
停车棚。在收费方面也考虑到惠民
也就是定一个比较低的标准，跟家里
面充电费用差不多。车棚投入使用
当天，存车量就已过百。”此外，智慧
车棚还拥有财产、责任、盗抢三重保
险保障以及电池回收体系，及时淘汰
回收劣化电池，推动电池产业的绿色
发展。

记者 彭娜 摄影 刘泽瑞

多年来，他带头坚持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大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强军思
想为指导，充分认识做好新时期拥军
优属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化责
任担当，结合本职工作，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坚定的理想信念，积极投身双
拥工作实践，主动抓协调、促落实，为
进一步提升河东区双拥工作整体水平
“出主意、想办法”，在拥军优属工作中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曾先后荣获河东
区优秀共产党员、2006年度五一劳动
奖章先进个人、2008年度五一劳动奖
章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他就是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张云生。

加强组织协调，凝聚双拥强大合
力。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是领袖的号召，社会的期盼。作为双
拥工作主管领导，张云生充分发挥区
双拥办的桥梁纽带作用，建立双拥联
络机制，加强基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力量，协调各成员单位共设立双拥工
作办公室27个，明确双拥工作联络员
181名。及时充实和调整领导小组成
员，确保人员不空缺、工作不断档、力
量不减弱。对照《天津市双拥模范区

考核评分标准》，细化创建工作目标和
责任分工，建立双拥干部培训制度和
考评制度，层层压实责任。为驻区部
队和双拥单位搭好桥、牵好线，真正地
使工作落到实处，形成了双拥工作主
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相
关单位领导积极配合，社会各方面积
极参与的双拥工作良好格局。

认真落实政策，积极构建荣誉体
系。“请部队官兵放心，让优抚对象满
意。”一直是张云生的座右铭。多年来，
他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建立军地互办实
事、走访慰问帮扶、社区双拥评议、总结
表彰制度，落实双拥工作经费，丰富双
拥活动阵地。持续深化大走访活动，春
节、八一期间，全面开展走访慰问优抚
对象、军烈属等军队有关人员活动，做
到党和政府关怀全覆盖；充分发挥区
街“一中心两站”178个站（点）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的工作优势，不断完善服
务保障机制，全力推进信息采集与光荣
牌悬挂工作，截止目前，信息采集34018
人，悬挂光荣牌33492块。联合人社局、
区职介中心举办退役军人军属就业洽
谈会、招聘会62场。安置转业干部67
人，解决随军家属社区岗位就业167人，
子女入学入托282人，有效解决了官兵

的后顾之忧。为退役士兵提供“订单
式”“一站式”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帮助
74人取得本科学历，134人取得各类资
格证书，提高了就业技能。在各级医
院、停车场等公共设施内，设立“军人
优先”服务窗口，为361名优抚对象提
供医疗巡诊，提供免费体检400余人
次；不断完善社会帮扶救助体系，开展
“爱心献功臣”活动，定期走访慰问，进
行“一对一”精准帮扶，为优抚对象发放
医疗补助金1000万元，发放各类特困帮
扶救助金187万元，营造了社会关爱、尊
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自觉敬业奉献，立足岗位铸就忠
诚。在疫情防控期间，张云生与驻区
部队紧密联系，畅通军地信息互通机
制，协调成立驻区部队住宅小区工作

专班，对7个街道33个小区开展防控巡
查与问需服务；对接全区52个赴武汉
疫情防控一线军队人员家庭，建立动
态台账开展精准帮扶。制定专项慰问
方案，扎实开展一次走访看望、建立一
个联系卡、发送一封慰问信、赠送一份
慰问礼盒、解决一批实际困难等“五个
一”活动，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
协调相关街道、社区把赴一线军队人
员家庭纳入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体
系，建立爱心联络卡，灵活采取入户看
望、电话和微信等方式，提供问需服
务，让赴武汉疫情一线的军人军属实
实在在地感受到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进一步巩固了军政军民一家亲
的鱼水情谊。

记者 赵文君 摄影 刘泽瑞

（接上期）

周馥晚年归津，享年 85
岁。当时，津门社会名流严修、
张权、李士珍、华世奎等十七人
联名，呈文北洋政府大总统徐
世昌，“拟由阖省绅民，在天津
捐建祠堂一所，以重祀事”。民
国十一年（1922）徐世昌颁发
“大总统令第一百三十八号”批
准。周公祠由周学熙、周学渊、
周学辉等为代表的周氏家族自
行筹建，并在社会达人、士绅的
捐助下，于1923年破土奠基，
转年竣工。

大直沽周公祠总占地面积
约31亩，总建筑面积为965平
方米。整体布局是以中国传统
中轴线为主线对称设置。房屋
以青砖黛瓦、磨砖灰缝的青灰
色为主调，尊传统“不着色”，体
现典雅、古朴、庄严的特点。建
筑物均为砖木结构。典型的祠
堂布设，入家祠设有石牌坊，两
厢伺立石人石马，令人肃然。
“后殿重庑，重门夹室，总二十
四楹，中为祀公（周馥夫妻的肖
像），都墙之外，石坊、壁各一，
原库庖湢，各得其所。庭所端
洁，街道直修，栏楯翼遮，碱平
密巩。旁设寝庙，祀公正配吴
夫人及公支之下在北者。祠之
东北隅，别筑荐福庵，祀四方诸
佛，招僧主之，以奉公祀事；其
西为馆舍，值事者之所居；北为
藏书楼，公之手泽书籍及遗墨
碑版，悉保存于是；西南隅则周
氏之广慈善堂附焉。”（选自严
修撰写《天津祠堂碑》）

园内林木荟蔚，奇花异草
广植，绿茵草坪郁郁芊芊。
江南太湖石，明透怪异。湖
中锦鳞，波光浟浟。院中回
廊曲径，移步别景。玲珑剔

透的花墙，更加凸显江南园
林式的布局。真是“池潢晴
霭初舒柳，堂庑云连欲荫
槐。风景依然陵谷变，夕阳
凭眺水湝湝”。

祠堂内曾悬挂过达官名
人赞颂周馥业绩的笔墨：徐世
昌的匾文“海天襟袍”，撰联
“孤怀忧国常如痗，惠政宜民
久不忘”。黎元洪的匾文：“云
雷固护”，撰联“中兴建置须恢
弘，即此邦海陆新军，多赖前
贤导先路；晚节优游征福德，
论胜国封疆遗老，要知早退是
完人”。康有为的匾文是“耆
旧馨香”等，祠内还有段祺瑞、
严修、华世奎等众家赠撰的匾
文和楹联。
“南林北周”的祠堂在全国

是很有影响的。但周公祠有别
于福建省福州市纪念林则徐的
“林公祠”的布局。周公祠内设
家庙——“荐福庵”，早期由高
僧一山和尚及弟子住持，供奉
佛事。安居清修，道行精深。
1950年周家由周馥之孙、著名
爱国实业家周叔弢先生出面，
将周公同全部资产捐献给天津
市人民政府。荐福庵交与天津
佛协管理，现仍由主持妙贤法
师率众尼精心保护着这一庙
祠，香火很旺。

物换星移，大直沽的庙宇
历尽劫变，所剩无几。然而灿
烂的大直沽庙宇文化的挖掘
和复兴、不仅涉及宗教学，而
且与历史学、民俗学、文学艺
术、社会学都有着密切的联
系。对研究航海酒运，研究天
津城市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
要的意义。

选自《天津城市之根——

大直沽》本报讯 为进一步弘扬尊老敬老的
传统美德，营造孝老爱亲的社会氛围，
河东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让
社区老年人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和温暖。

团区委、鲁山道街团工委、教育局
团委联合第八中学少先队开展了一场
“百善孝为先，送扇庆重阳”助老服务活
动。活动邀请青年志愿团队王霞为大
家讲解古风团扇的做法。少先队员们
更是将亲手制作的小礼物送给社区的
老人，和老人们一起欢度重阳佳节。团
区委区域化共建单位——中国水利电
力物资天津有限公司团委开展了“情满
重阳节·慰问暖人心”活动。每到一户，
志愿者们便与老人们拉拉家常，并嘱咐
两位老人今年冬天来得早，要保重身
体。区关工委、区教育局组织各中小学
少先队组织开展重阳节慰问“五老”辅
导员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敬老、
爱老的优良传统。河东区实验小学少
先队大队组织“您看我长大 我陪您变
老”九九重阳节活动。队员们来到河东

区聚福兴老人院，与那里的老人们开展
“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主题重阳节
慰问活动。区老干部开展“祝福祖国，
颂歌献党，欢度重阳”联欢会活动，联欢
会上，老同志们载歌载舞，用诗朗诵、小
品、京剧等多种形式，盛赞伟大的祖国、
盛赞伟大的党、盛赞百年辉煌，抒发出
广大离退休干部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
色的真挚情怀。

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青
年律师来到中山门街道团结东里社区，
面向社区内老人开展公益普法活动。
围绕老年人的权益内容、如何依法维护
自身权益两方面展开宣讲，为社区老人
讲解受赡养权、自由处分财产权、居住
权等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列举相关
案例，让大家了解如何依法维权。律所
还来到大直沽街道直沽园社区慰问老
党员，开展暖心普法讲座，并为老人们
献上重阳贺礼，表达对老人们的敬爱。
律师围绕继承、反诈主题展开宣讲，并
为老人们提供了相关法律问题咨询。

宣讲结束后，律所人员与社区老人们共
同欢庆节日，并送上了暖心围巾，让老
人在体会温暖的同时，也能体会到法治
温情。

鲁山道街道金旭园社区居委会联
合中国联通公司开展“银发无忧 智慧
助老”手机大讲堂活动，邀请中国联通
公司杨震老师进行专题讲座，共同营
造“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
民”的网络氛围。同时，工作人员现场
为中老年人指导手机软件操作方法，近
距离引导民众安全科学使用网络。彩
丽园社区开展“爱老敬老，情暖重阳”主
题活动，社区文艺团队演奏并演唱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重阳节》等歌曲，用
歌声唱出了诚挚的祝愿，用乐曲奏响了
温馨的旋律。皓林园社区邀请天津市
中康九和医院中医部专业医师，组织
辖区老人开展健康知识讲座活动。医
师详细讲解了骨质疏松的起因、症状、
危害、预防知识以及日常控制措施，并
介绍了常见骨骼药物的临床效果、分

类及使用禁忌。蓝山园社区开展手机
摄影文化课堂，摄影老师对曝光、对
焦、九宫格等基础摄影知识进行讲解，
让老年人群体也可以享受到自媒体时
代的精彩与便利，分享到科技进步的
红利与果实。今后，鲁山道街道将搭
建更多的平台，引进优质资源，不断满
足辖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努力提升
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大直沽街道有关负责同志和辖区
中医院医生来到津塘村社区103岁老人
仇方翠家中看望慰问，为老人送去慰问
品，并为老人免费义诊。蝶桥公寓社区
联合共建单位哈尔滨银行天津河东支
行开展“银心暖行”庆重阳活动，组织辖
区老年人低碳健步行。神州花园社区
组织辖区老年人开展手工制作香包庆
重阳活动，社区还为大家送上精心准备
的寿桃，寓意老人们健康长寿，安享晚
年。靓锦名居社区组织辖区老年人开
展“诗情花艺，爱在重阳”插花活动，在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老人们完成了自己
的作品。

天铁街道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国家战略，乐享智慧老年生活”为
主题，结合“九九”重阳节，在各社区广
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敬老爱老
助老活动。同时还为老人们提供理发、
量血压以及智能手机如何使用等服务。

河东区开展形式多样重阳节活动

敬老爱老助老 共建和谐美好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
员 刘谱丹）为深入缅怀革命英烈、
弘扬传承英烈遗志、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鲁山道街道各社区积极开展
线上、线下烈士纪念日主题活动。

蓝山园、橙翠园社区部分退役
军人、居民代表一起观看了红色影
片《红海行动》，该影片讲述了中国
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
行撤侨任务，突击队兵分两路进行
救援，但不幸遭到伏击，为了完成
任务，不少战士壮烈牺牲的故事。
大家带着崇敬的心情看完整个影
片，烈士们不怕困难、不惧危险、不
畏牺牲的精神和品格给大家带来
了深深的震撼。

丹荔园社区通过中华英烈网
组织大家在线上共同学习革命英
烈的英勇事迹和《征途上最亮的
星》栏目，让大家身临其境般地感
受到那一段艰苦的岁月，通过追忆
先烈的英雄事迹，彰显了国家对于
先烈的缅怀，更是告诫我们珍惜今
天的幸福生活，以革命烈士为榜

样，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
事做起，增强历史责任感，热爱我
们的祖国，为建设和谐美好社区贡
献自己的力量。

彩丽园、皓阳园社区以学党
史和社区书记讲党课等方式，纪
念为国作出伟大牺牲的烈士，激
励了退役军人、党员群众铭记历
史重任，发扬革命传统，坚定理想
信念，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以革
命烈士为榜样，从自己做起、从身
边做起，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建设和谐社区贡献自
己的力量。

云丽园、金旭园、皓林园社区
组织退役军人、党员群众以线上形
式开展“我们的节日·缅怀烈士—
网上祭英烈”活动。活动中，社区
党员干部纷纷登录中华英烈网认
真浏览网页，了解先烈们的英雄事
迹，悼念逝者、寄托哀思、缅怀先
烈，通过向先烈敬献鲜花、鞠躬或
留言纪念，表达对革命先烈和英雄
烈士的敬仰缅怀之情。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鲁山道街道各社区开展烈士纪念日主题活动

大直沽街道神州花园社区开展主题活动

营造健康文明网络环境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通讯

员 徐立）为进一步普及网络安全
知识，提升辖区内居民群众网络安
全意识和安全防护技能，营造安
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日前，
大直沽街道神州花园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开展“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的系
列活动。

在系列活动中，社区志愿者来
到河滨公园，为前来参加活动的群
众发放网络安全宣传资料，现场向
群众讲解网络安全知识。同时，志
愿者在社区会议室为小区居民们
讲解“法治网络安全”相关知识，就
如何实现安全网上购物、上网时如
何保护隐私、如何防范个人信息泄
露、如何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
传递网络正能量等多个与居民群
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网络安全话题，

为居民群众答疑释惑，倡导全民共
同关注网络安全，提升网络安全意
识，加强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保
护，谨防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网络
安全风险，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此
外，社区还联合浦发银行浦悦支行
在河东万达影城组织老年人开展
“金融安全宣传”和观影活动，银行
工作人员向居民宣传金融知识，银
行业务等，就居民关心的金融问题
进行解答，并针对老年人金融安全
防范能力较弱的特点，重点对人民
币真假辨别、防范诈骗、防范非法
集资等方面知识进行普及。

社区通过开展“网络安全宣传
周”系列活动，不仅让居民群众对
金融知识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了
解，也增强了他们对保障自身财产
安全的防范意识，受到居民群众广
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