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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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视点

老年志愿者演绎最美夕阳红
社区老人组建团队“以老助老”
服务社区

在津南区咸水沽镇，活跃着一支名叫
“四和苑”
的志愿服务队，
这是由居民刘四和
牵头自发组织的“以老助老”
服务团队，
他们
大多年龄超过 50 岁，这些“老年”志愿者发
挥各自专业特长，
自发在社区内开办公益科
普课程、解决居民生活困难，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弘扬团结、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
精神。
“来个年轻人的姿势，
有点活力的！好，
再来一张！”10 月 13 日，在咸水沽镇双拥主
题公园，
“ 九九重阳，定格最美夕阳红”
公益
活动正在热闹开展，
周边社区老人们在志愿
服务队员的引导下，
画好妆容，
穿上白色的婚
纱、大红色的旗袍、优雅的裙子等服装，
共同
合影留念，
通过视频及照片定格最美瞬间，
在
欢声笑语中记录自己的“夕阳红”，
展现出生
命的活力与别样的青春。
“我们穿上漂亮的衣
服，
志愿队员特别专业，
给我们拍得美美的，
大家都非常开心，
希望四和苑助老活动能继
续坚持做下去。
”
社区居民沈阿姨说。

此外，
“四和苑”
志愿服务队还开设了手
机课堂，
队员们针对老年人不会使用手机智
能软件打车、购物等问题，详细讲解了相应
软件的操作流程。台下的“学生们”聚精会
神，
带上老花镜，
一步步跟着讲解有序操作，
反复练习着。
四和苑志愿服务队队长刘四和说：
“考
虑到如果不能很好的使用智能手机，
对老年
人生活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
我就考虑组织
从岗位刚退下来的‘小老人’
开展‘小老助大
老’
活动，
帮助老年人玩转智能手机，
我们办
了 60 多节课，特别是近期我们做的国家反
诈 App 的课程，
特别受到欢迎。
”
截至目前，
刘四和和他的团队先后开展
了智能手机辅导、社区义务服务、医院义务
导诊、网上直播授课等活动，
“四和苑”志愿
服务队也由原先的几个人扩展到 50 余人，
还有 70 余人正在积极申报加入，下一步，志
愿服务队将继续拓展活动内容，
传递社会正
能量。

□

老年志愿者为社区居民拍摄纪念照片

记者 李国正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展演在津南举行

新时代文明实践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津南区各相关部门

寄递渠道禁毒攻坚在行动
近日，区禁毒办、市邮政管理第三分局、
津南公安分局联合行动，开展“寄递渠道禁
毒百日攻坚行动”。对双港开发区申通快递
天津分公司业务骨干进行宣传培训，工作人
员对来件、发件程序及检测仪器是否能正常
使用进行查看，并对快递员工实际操作进行
指导。此次活动不仅加大了寄递渠道涉毒
问题打击力度,还提升寄递行业从业人员识
毒、查毒能力。

节约用电筱低碳生活
辰

天津工业大学学生展演民族舞特色的健身操

唐文博摄

10 月 17 日，天津市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展演在津南
区葛沽第三小学举行。
伴随着展演正式启幕，由津南区葛沽第三小学带
来的民族花球操、霍元甲文武学校选送的武术《精武
英豪》、红桥基地推荐的《回族重刀》表演等 12 个展演
项目轮番登台，项目涉及健身操、空竹、中幡、武术、
摔跤、押加、舞蹈、蹴球、板鞋竞速、运动风筝、花毽等
多个类别。参赛运动队不仅展示了精湛的技艺，更
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姿多彩、丰富内涵通过动
静结合、刚柔并济等方式展现出来，获得全场掌声。
近年来，津南区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蓬勃发展，
为推广、普及、宣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助推全
民健身做出了积极贡献。

记者 沈欣 通讯员 张骁

（区禁毒办供稿）

津南区北闸口镇前进村开展
“等你稻来”
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海棠街文德花园社区

反诈宣传送上门筑牢“安全网”

体验农事艰辛 感受丰收喜悦

近日，海棠街文德花园社区与同砚路派
出所联合举办“反诈宣传送安全”讲座。工作
人员化身反诈宣传员，以身边真实案例为切
入点，
通过视频演示和现场解说等方式，
向居
民们揭秘网上办理贷款、信用卡诈骗、冒充公
检法等电信网络诈骗的惯用手法和作案方
式。进一步提高了居民识骗防骗能力，构筑
全民防诈
“安全网”
。

记者 沈欣 通讯员 甘绍薇

双林街林城佳苑社区

景泰蓝手工制作活动进社区
近日，津南区双林街林城佳苑社区携手
天津科学技术馆共同开展景泰蓝手工制作活
动。活动现场，老师为居民们讲解景泰蓝制
品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和工艺流程，
社区居
民聚精会神的倾听、观看，积极提问，与老师
互动交流。随后，居民们亲手制作景泰蓝作
品。此次活动不仅培养了居民的兴趣爱好，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文化，让文化遗产
“活”
起来。

记者 周茹涵 通讯员 刘娜

学生们观察芽苗生长过程
秋风习习，正是一年秋收时节。10 月
15 日，津南区北闸口镇前进村迎来了河西
区上海道小学的近千名小学生，这也是该
村开展“等你稻来”
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
首批“小体验员”，他们在这里亲身体验收

割水稻、脱粒打谷的辛劳，
感知粮食丰收的
喜悦。
秋季里，
稻场上，
谷像黄金粒粒香。一
走进前进村，孩子们就被眼前这片忙碌的
丰收场景所吸引。他们中有的聚精会神聆

听水稻种植的知识，有的迫不及待尝试手
工古法脱壳，还有的小心翼翼地收集稻谷
并运送至脱壳机旁，探索着从金黄黄的稻
谷变成白花花的大米的奥秘。
“以前我们学
过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今天来到这里
真实地体验到了秋收的场景。”
“今天还亲
眼看到了稻田，还有稻穗、稻谷，也知道了
大米是从哪来的，大米是怎么加工的。”小
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表达自己的心情。
除了体验秋收农耕文化，孩子们还制
作了手工稻草人，观察了芽苗菜的生长过
程，
并参观了前进村村史馆。
“我们在打造千亩生态园的基础上，
与
社会资本方开展务实合作，
共同打造‘亲垦
农场’
农事体验乐园，
为学生户外教学和周
末亲子游打造产学研一体的素质教育培训
基地。”前进村党支部副书记杨晓彤介绍
说：
“现在正在举办的等你‘稻’来，就是组
织孩子们体验小站稻的收割、脱粒，
并在其
中融入小站稻文化历史，以农文旅融合助
力乡村振兴。
”
据了解，
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
前进
村还将陆续迎来 5000 多名本市小学生前
来参观体验。

记者 刘静男 通讯员 郭宏伟

日前，津南区碳达峰碳中和领导小组办公
室发布《致津南区人民群众节约用电倡议书》，
号召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理念，携手共进，
同步行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节约用电的共
识，培养节约用电习惯。
作为最重要的二次能源之一，电能不仅与
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更成为影响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社会对电能的需求越来
越高，由此产生的电力紧张使人们不得不重新
思考节电的意义——节电，能节约发电所需的
一次能源，进而减轻能源和交通运输的紧张程
度；节电，能倒逼全社会不断采用新技术、新材
料、新工艺、新设备，促进工农业生产水平的发
展与提高；节电，能减少电费支出，降低成本、提
高经济效益，从而使有限的电力发挥更大的社
会作用。
节约用电，不仅是美德，也是责任，更是一
个社会文明素养的体现，需要全社会共同参
与。广大市民应自觉树立节约用电的意识，从
少开每一盏灯，节约每一度电做起，养成绿色低
碳的生活习惯。辖区企业避峰、错时用电，尽可
能把生产安排在夜间等用电低谷期，进而减轻
电网高峰压力。机关、事业单位应合理使用照
明灯具，下班后及时关闭电脑、打印机等用电设
备的电源。
所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倡议
书就是冲锋号，广大党员干部要迅速行动起来，
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上走在前、作表率，引领
和带动全社会进一步增强资源意识、节能意识、
环境意识，形成崇尚节约节能、绿色消费与低碳
环保的新风尚，为推动津南实现绿色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今天我上镜
编者按：
今年以来，津南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团区委、区妇
联共同开展了2021年度津南区“新时代好少年”宣传活
动，通过学生自荐、互荐，老师、家长和社会推荐，层层选
拔，推选出10人获得“新时代好少年”称号，他们积极传
承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积极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广大未成年人树立了学习榜样。从今
天起，本刊在此栏目陆续刊登他们的典型事迹。

师宝然：
学习与爱好共成长
我来自八里台一小，是一个热爱学习、性格开朗、
乐于助人的女孩。学习上，我刻苦勤奋、追求进步，喜
欢读书、乐于实践，我先后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区级
三好学生、市级三好学生；2016—2017 年还获得了“优
秀演讲家”称号；2018—2020 年在作文比赛和书法比赛
中荣获优胜奖。
生活中，
我尊敬师长，
团结同学。经常参加社会实践
活动，陪颐养院里的爷爷奶奶聊天，送上精美的贺卡，带
去关心和关爱。作为一名大队委员，我勤勤恳恳地为同
学们服务，
每当见到有困难的同学，
总能主动伸出援助之
手，
努力为班级维护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并积极参加学
校举办的每一项活动。在业余生活中，我注重培养兴趣
爱好，绘画、硬笔书法、唱歌等等都是我喜欢的项目。功
夫不负有心人，在 2020 年获得了硬笔书法五级证书，并
获得“书法小明星”
的荣誉称号。
我一直坚信：
学习与爱好兼顾发展才能全面成长，
最
好的状态是一点点向自己喜欢的东西靠近，
保持热爱，
忠
于自己，
热爱生活，
知足上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