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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妇联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助力
“双减”
政策落地

弘扬传统美德 助推家教家风建设

本报讯

韩雯雯

（通讯员
）
“一直想
类小游戏，折纸、翻绳、唱童歌……老
着怎么让孩子的课外时间更加丰富， 人和孩子们一起分享童年记忆，现场
今天刚好有机会和孩子一起参与志
气氛热烈，大家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
愿服务，培养孩子爱劳动、主动帮助
容。小志愿者还给爷爷奶奶们送上重
他人的品德，也让孩子更明白尊老、
阳糕品和菊花茶，表达节日的美好祝
爱老、敬老的意义。”在区妇联联合爱
愿。
“今天的活动让我更加明白了课本
馨瑞景园老年公寓开展的“情满九月
上学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的意义”，
九”敬老孝亲忆童年志愿活动现场， 现场小志愿者说。
家长志愿者说。
区妇联另一场以家庭为单位的
这个重阳节，
区妇联积极助力“双
活动在北仓镇富锦华庭社区举行。
减”
政策落地，
依托“家”
阵地组织开展
“在‘双减’政策实施的大背景下，以
志愿服务活动，为敬老院老人们送温
家庭为切入点，组织开展主题活动，
暖、送祝福。现场以家庭模式开展各
引导各家庭树立廉洁文明家风，弘扬

健步走方式不对反伤身
错误一：腰背不直
许多喜欢健步走的人一开始还
能做到抬头挺胸，但是后来慢慢变得
“弯腰驼背”，长此以往，不仅达不到
好的锻炼效果，反而会导致软组织的
损伤。

调整方法：走路时身体尽量挺直，
让脊椎成一直线，眼睛直视前方。这
个时候要注意肩膀放松，但不要刻意
紧张保持一种固定的健步走姿势，以
免出现颈肩背部不适。
错误二：大口呼吸，不收小腹

不少人健步走大口呼吸、不收小
腹，
这样不但走起来吃力，
也会影响健
步走的保健效果，
甚至诱发心肺不适。

调整方法：健步走时要慢慢收紧
小腹，然后随着运动的频率慢慢舒展，
这样一收一舒之间就能很好地锻炼腹
部肌肉，慢慢过渡到腹式呼吸。这样
的健步走还有助于腹部减肥。
错误三：负重行走

·

2021年10月2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徐佳佳

中华传统美德，助推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区妇
联相关负责同志介绍说。
“家风是每个家庭代代相传的精
神。古代诸葛亮的《诫子书》以及近代
《梁启超家书》等，都体现了上一代对
下一代的谆谆教诲，也都是好家风传
承的体现。
”
现场社工为参与家庭讲解
家风家训知识，随后的种子粘贴画活
动环节，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发挥想象
力及动手能力，拼粘“廉”字、莲花、廉
竹等字样。活动还进行廉洁家风故事
分享、签署《家庭廉洁自律承诺书》等，

佳荣里社区
“滕大姐工作室”解决群众生活
“疑难杂症”

本报讯

张毅

社区书记，那时社区里卫生条件差、
邻里常有纠纷，滕玉琴上任后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户走访问需，通
过将居民志愿者集合在一起，成立社
区服务队，团结集体的力量，逐渐让
这个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 滕主任真
的是用心用情帮我们解决问题！有
她 在 ，我 们 在 小 区 住 得 安 心 放 心 舒
心。”提起滕玉琴，在佳荣里社区居
住了 16 年同时也是小区志愿服务队
骨干郭佩凤竖起大拇指。
今年，在佳荣里街和社区的帮助

北仓 虫八蜡庙小车会

使“方圆成矩式”
的家风建设更加有血有
肉，
助力营造风清气正社会氛围。
“双减”政策落地实施以来，北辰区
妇联积极发挥阵地优势，
开启增知识、增
活动“双增”服务。开设“家庭教育小课
堂”，
广泛宣传“双减”
政策和开展课后服
务的重要意义，引领广大学生家长树立
正确的育人观和教育观，引导全社会凝
聚减负的合力。同时依托“北辰区妇女
儿童社会服务中心”
“家长学校”
“儿童之
家”三大阵地，拓展课后服务资源，做好
“家”字文章，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开展各
类活动，
促进少年儿童健康全面成长。

提供精细化服务 传递“社区温度”
（通讯员
）在佳荣里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有一个“滕
大姐工作室”，工作室通过建立“日
常服务热线通、居民微信互动通、反
映意见建议通、社区论坛四方通、警
民网格联络通”等“五通一达”的沟通
渠 道 ，让 居 民 群 众 的 需 求 事 事 有 回
音，件件有着落，提升了社区居民的
归属感和幸福感。
“滕大姐工作室”原身为佳荣里
街社区服务队，2006 年，滕玉琴受街
道邀请来到佳荣里小区担任第一任

北辰非遗

下，
滕玉琴又积极拓展业务范围，
利用服
务队现有的群众基础，
建立以“了解老人
需求，
为居民提供力所能力的服务”
为目
标的“滕玉琴工作室”，让服务队员进一
步走进居民家中，通过日常的沟通、调
解，
建立一个个“民生议题”，
进一步收集
群众意见，
回应关切问题，
解决群众生活
中的“疑难杂症”。
“通过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工作站，
通过精细化、清单化、责任化的服务，让
问题解决在社区，让居民获得感更强。”
滕玉琴说。

红领巾心向党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在我国民间，每逢春节等传统节
日，群众都会自发组织名为“花会”的
游艺活动。花会一般由开路、秧歌、
五虎棍、旱船、中幡、小车会、高跷、狮
子等组成，小车会就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环节。
小车会因其表演中最主要的道
具是一台小车而得名，这一重要道具
由竹子制作并搭有凉棚、裹有彩布。
北仓 虫八 蜡庙小车会是一项由民间自
发 的 游 艺 活 动 ，其 发 端 于 清 光 绪 年
间，有 100 多年历史，第一代会头为孙
宝臣，目前已传承至第四代会头鲍金
鑫，每逢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坚
持为本地区百姓演出。
北仓 虫八 蜡庙小车会表演的主要

情节来自清代公案小说《施公案》。这段
情节讲的是黄天霸断定费德功必在 虫八 蜡
庙出现，于是率众衙役化妆成赶庙会的
演戏班子前去捉拿。在表演中，演员皆
为油彩化妆、包头、身着戏装，手拿道
具。整个表演分为武场和文场。武场以
大鼓、大锣、大铂、小铂等伴奏。文场以
民乐为主，
有唢呐、笙、笛、板胡等。表演
动作（圆场）主要有：
串四门、下对、跪场、
文上桥、武上桥、跑场等。
无论是服装道具、演员表演还是音
乐伴奏方面，北仓 虫八蜡庙小车会都独具
特色，
受到广大北辰群众的喜爱，
是北辰
区吸引群众最多的花会项目之一。北
仓 虫八 蜡庙小车会于 2007 年 6 月入选天津
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北辰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问答

有些健步走者背着双肩包等物
品，如果背太重的东西，膝盖承载过
重，
时间久了会造成损伤。

1.选民应当具备什么资格？
答：根据选举法规定，选民必须符

没做热身运动就出发，容易造成
肌肉拉伤。

合以下三个条件：
（1）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年满十八周岁。
（以 2021 年 11
月 1 日人大代表选举日为计算选民年
龄时间）
（3）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

名代表名额，代表候选人人数应多于应
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应选代表
为 1 名时，
候选人应为 2 名；
应选代表为 2
名时，候选人应为 3 名或 4 名；应选代表
为 3 名时，
候选人应为 4 名、
5 名或 6 名。

2.选民登记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答：主要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5.关键时间节点有哪些？
答：（1）9 月 28 日为天津市换届选举

（1）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
（2）经登记确认的选民资格长期
有效。
（3）每一选民在同一轮换届选举
中只能在一个选区登记。
（4）计算年满十八周岁的时间节
点，以代表选举日计算为准，含选举
日当天。

统一宣传日。
（2）10 月 8 日前各选区张榜公布选
民名单，
同时公布选举日期和地点。
（3）10 月 16 日前各选区张榜公布代
表候选人（初步）名单及其基本情况。
（4）10 月 24 日前各选区张榜公布正
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及其基本情况。
（5）11 月 1 日为北辰区第十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日，各选区投票选
举时间为 11 月 1 日。

调整方法：健步走最好少带不必
要的物品，如果一定要带，也要注意重
量控制，以行走时不觉负重吃力为宜。
错误四：不做热身运动
调整方法：健步走前要进行适度
热身锻炼，慢慢起步，等到足部有些发
热，再递增速度。快完成运动计划时，
要慢慢减缓速度，不要马上停下来。

行走的速度要根据自身的体能
状态，每天快走 30—40 分钟，走到“微
微汗出”。健步走速度的快慢是决定
锻炼效果的关键因素，通常可分为慢
速走(每分钟约 70—90 步)、中速走(每
分 钟 90—120 步)、快 速 走 ( 每 分 钟
120—140 步)，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身
体状况量力而行。
（

区卫建委供稿）

健康之窗

10月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第72个建队纪念日。日前，由区教育局、团
区委、区少工委联合举办的“红领巾心向党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主题活动在北
辰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来自北辰区实验小学和实验中学的50余名少先队员
参加了主题队日活动。
通讯员 牛馨雅 摄

3.单位人员如何进行选民登记？
答：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
中央和其他省（区、市）驻津机构人员
以及在校学生，在所在单位和所在学

校登记。

4.多少候选人选出一个代表？
答：选举法规定，每个选区分配 1-3

人大换届选举小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