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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名老人收到爱心礼包

刘淑荣今年72岁，是一名失独老人。

平日里一人独居，由于年事已高，腿脚不

便，刘大娘除了要面对生活的孤寂，还要

克服生活上的诸多不便。塘沽街道志愿

者协会启动“情系孤老残 共享幸福”项目

后，将刘大娘列为帮扶对象，不定期开展

慰问、义务理发等服务，为她送去亲人般

的温暖。

此次“情系孤老残 共享幸福”新春志

愿助老送温暖活动中，塘沽街道志愿者协

会的志愿者们将一份包含鸡蛋、八宝粥、

春联在内的爱心礼包送到刘大娘家中。

塘沽街道志愿者协会会长刘玉华介绍，考

虑到老人们出行不便，协会特意安排社区

志愿者上门送新春爱心礼包。除了生活

物品外，还向有特殊需求的老人发放了家

政、理发、修脚等服务券。据了解，连日

来，塘沽街道辖区共有175名老人陆续收

到了新春爱心礼包。

此次活动除了送给老人们爱心礼包，

还为老人们带去精神上的慰问。日前，协

会志愿者和孩子们带着爱心礼包看望了

塘沽养老院孤寡老人，孩子们来到爷爷奶

奶的房间，有的送礼物，有的天真地问话，

还为老人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老人们

个个脸上笑开了花。志愿者还将可爱的

“狗娃娃”赠送给爷爷奶奶，祝福他们狗年

吉祥、幸福安康。

情系孤老共享幸福

塘沽街志愿者协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协会带领广大志愿者围绕“暖心”下

功夫，将公益项目与志愿服务相结合，以

真情和大爱为孤老残困群体分忧解难，

让他们真正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体会

到社会大家庭的关爱。协会开展的“情

系孤老残 共享幸福”项目为受助者提供

免费修脚、理发、家政服务、节目慰问等

6项服务，惠及塘沽街道辖区200余户孤

老失独残困老人。

塘沽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塘沽街

始终把扶老工作放在心上，把孤老孤

残人员作为重点服务对象，街道及各

社区在服务老年居民方面开动脑筋，从

开展养老、托老、日间照料、助老配餐、

老年大学等系列服务入手，不断满足居

民对社区居住环境、文化娱乐、医疗卫

生和服务管理等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

需求，如定期上门义务理发、义诊查体，

为老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每逢重阳

节、春节等传统节日还要赠送“爱心礼

包”，开展慰问演出，将敬老助老活动规

范化、常态化，让辖区老年人乐享晚年

生活。

时报讯（记者 张智）为帮助辖区单亲

困难母亲度过一个温馨祥和的春节，日

前，塘沽街妇联启动“娘家温情送到家”活

动，处于低保边缘但未享受低保政策的51

名单亲困难母亲收到1000元慰问金，单亲

困难母亲数据库的69名单亲困难母亲领

取到米面油节日慰问品。

活动中，单亲困难母亲还收到了来自

天津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寄来的《给自

强母亲的一封信》，阅信后单亲困难母亲

表示，要正视困难，树立信心，发挥自立自

强、坚忍不拔的精神，勇敢面对生活的磨

砺和挑战，争取早日摆脱困境。

据介绍，今后，塘沽街道妇联将继续

加大对单亲困难母亲家庭的关心和帮扶

力度，不断将妇联组织救助工作常态化、

规范化、长效化，切实把党和政府对妇女

群众的关心送入单亲困难母亲心中。

塘沽街道妇联启动“娘家温
情送到家”活动

关心帮扶单亲困难母亲

志愿服务活动丰富多样

为助力春运，大港街组织志愿者在客

运站设志愿服务点，提供出行咨询、运送

行李、照顾老幼等服务。同时，积极开展

“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各社区组织志愿

者以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贫困群众、残疾

人为重点,积极开展春节送温暖活动，帮

他们置办年货、张贴春联、打扫卫生，陪他

们拉家常，进行心理抚慰和疏导。

与此同时，大港街各个社区还开展形

式多样的“送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志

愿文艺演出，组织志愿者为市民写春联、

送福字。组织开展读一本好书、传唱爱国

歌曲、诵读经典、体育健身等各类节日文

化活动，丰富居民节日文化生活。

此外，为进一步落实烟花爆竹禁燃限

燃政策，大港街开展了“护生态、保平安”

志愿服务活动，各社区组织志愿者劝阻燃

放行为、发放宣传材料，宣传烟花爆竹禁

燃限燃政策，倡导环保理念。大港街还将

在春节长假期间组织社区志愿者参加治

安巡查、禁赌禁毒和防范违法犯罪等工

作，宣传防火、防煤气中毒等生活知识，普

及防灾避险、疏散安置、急救技能等应急

处置知识。

快乐营地活动丰富多彩

大港街充分发挥快乐营地、“五爱”教

育阵地等平台作用，引导青少年感受春节

文化氛围、弘扬传统文化，丰富未成年人

寒假生活，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我们喜欢社区组织的活动，不仅能

和同学们一起玩，还能跟着叔叔阿姨们学

到知识。”参加快乐营地的同学们纷纷表

示。据了解，大港街各个社区在寒假期

间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道

德实践、文化体育、经典诵读、志愿服务

等活动，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在积极参与

中弘扬传统、强健体魄、陶冶情操，加强

自身修养，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引导广大

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

开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活

动，让勤俭、孝敬、诚信、友善等美德在家

庭生根，引导家长和广大未成年人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传承好家风好家

训。在“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实践活

动中，以“在家做个好孩子、在校做个好

学生、在社会做个有道德的小公民”为目

标，社区工作人员组织未成年人开展清

洁家园、爱园护绿、文明交通、文明旅游、

文明上网等活动。在“我们的节日”系列

活动中，各社区组织开展民俗展示、灯谜

灯会、书法棋艺等孩子们乐于接受、便于

参与的活动，开展中华传统文化和优秀

童谣进快乐营地、进“五爱”教育阵地活

动，引导他们增进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

的感悟理解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

同。部分社区还利用“绿色健身站”，组织

开展球类、棋艺、跳绳等适合未成年人参

与的体育活动，掀起了体育健身活动的热

潮，让广大未成年人在健康快乐的活动中

得到锻炼和提高。

日前，大港街召开基层党支部书记党

建工作述职专题评议会，汇报一年来基层

党建工作情况，并对各社区抓基层党建的

工作经验、亮点、成效、问题、不足及原因进

行点评，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评议会采取现场面对面考核方式，按照述

职汇报、现场提问、领导点评、综合测评等

“四个环节”进行。通过述职评议，强化社

区党支部书记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意识，增强基层党组织廉洁自律和服务群

众的意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记者 张爱萌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根据区农委结对帮

扶困难村工作安排，日前，大港农业服务中心

启动新一轮结对帮扶。

新一轮结对帮扶启动以来，该中心已组织

专家多次深入基层村镇对接，加强与其他帮扶

单位的目标互动，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做到四个

“突出”，即突出全面覆盖、突出问题导向、突出

精准施策、突出示范带动。

目前，林果组有关专家正在积极跟进小王

庄冬枣提质增效和规模管理、优质梨引进，中

塘镇冬枣安全种植及品牌培育，太平镇崔庄村

避雨栽培以及深加工等项目，抓好结对帮扶精

准施策。

大港农业服务中心启动新一
轮结对帮扶

做到四个“突出”抓好精准施策

塘沽街对辖区节庆活动进行
风险评估

确保节日期间社会和谐稳定

时报讯（记者 张智）记者日前从塘沽街

道获悉，春节期间，节庆活动种类多、涉及范

围广、影响力大、人群密集度高、时间跨度长，

存在食品安全、火灾、拥挤踩踏等风险隐患。

为使辖区春节期间各项节庆活动顺利进行，

塘沽街对辖区32个社区计划组织的春节期间

节庆活动情况进行统计上报。同时，提前对

春节期间节庆活动进行风险隐患评估，做到

心中有数、预有准备，细化应急预案，增强了

各社区春节期间应急防范意识，确保春节期

间社会和谐稳定。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日前，大港街晨晖

里社区开展新春送福活动，书法家现场挥毫泼

墨，为社区居民写春联送福字，在社区营造浓

浓年味儿。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书桌旁聚满了等待

春联的居民。一幅幅充满祝福的“福”字，满

载新春祝福，饱含文化意味，很多刚刚写出的

新联，墨迹未干，便被居民“预定”。“书法家现

场写‘福’字，我看着都喜欢，已经‘抢’到两幅

作品了。”一位阿姨拿着“福”字高兴地说。

晨晖里社区开展新春送福活动

现场挥毫写对联送福字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日前，为丰富社区

居民文化生活，营造团结奋进、文明和谐、喜

庆祥和的社区氛围，大港街兴德里社区举办

“党建引领聚民心 党群共建创和谐”迎新春

联欢会。

活动中，社区文艺爱好者表演了戏曲、舞

蹈、歌曲等多个节目，打造一台社区“视听盛

宴”。活动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为每位到

场居民发放了福字、窗花等节日用品，为大

家送上新春的祝福和节日的问候。“在新的一

年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各项工作，积

极丰富社区居民业余文化生活，努力将社

区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和谐。”社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

兴德里举办迎新春联欢会

营造喜庆祥和社区氛围

塘沽街道志愿者协会开展助老送温暖活动

175名老人收到新春爱心礼包
■ 时报记者 张智 报道

动员辖区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 举办未成年人快乐营地活动

大港街：多样社区活动迎新春
■ 时报记者 张爱萌 报道

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连日来，塘沽街道志愿者协会开展“情系孤老
残 共享幸福”迎新春志愿助老送温暖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为辖区孤老失独
残困老人送去新春爱心礼包，为他们送上新春祝福的同时也带去社会大家庭
的温暖和关爱。

连日来，大港街在辖区33个社区开展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以送温暖、送文化、保平安等为主题的迎新春系列活动，组织动员辖
区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举办未成
年人快乐营地活动等，营造欢乐喜庆、文明祥和、温馨和谐的节日氛围。

七彩假日
快乐手工

大港街召开基层党建工作
述职评议会

强化责任意识
发挥带头作用

小手拉大手
挥毫写春联

“小狗、汽车、恐龙……”

日前，塘沽街贻芳嘉园社区

举办“七彩假日”趣味手工

制作活动，在社区工作人员

指导下，孩子们展开丰富的

想象力，用灵巧的双手塑造

出了一件件生动可爱的卡

通纸模。

据介绍，手工制作是一

项需要技巧和耐心的活动，

既锻炼孩子们的动手动脑

能力，又让孩子们感受到手

工制作的魅力，体验艺术创

造带来的乐趣。

文/记者 张智
图/记者 何沛霖

塘沽街道组织开展走访慰问

关怀困难党员 送上新春问候

时报讯（记者 张智）在春节即将到来之

际，塘沽街道工委组织班子成员走访慰问辖

区困难党员。

在紫云园社区，塘沽街道负责人为病床

上的困难老党员李延合送去慰问金，把党和

政府的关怀送到老人的心坎上，并鼓励老人

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气，积极治疗，争取

早日康复。

据了解，李延合多次因脑出血入院治疗，

老伴儿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生活起居全靠子女

照料，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但无论是病痛的折

磨，还是生活的艰辛，都没有打垮老人的意志。

为 弘 扬 传 统 民 俗 文

化，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

生活，营造喜庆祥和的春

节氛围，日前，大港街建安

二社区举办新春书法送福

联谊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了社区

书画协会成员和青少年参

加，大家一起动手写福字、

写春联，共叙邻里情。居

民们表示，“手写的春联特

别有年味儿，希望孩子们

也多感受和学习传统文

化，并且传承下去。”

文/记者 张爱萌
图/记者 贾成龙

华云园社区开展迎新春助困活动

储蓄爱心 温暖困难群众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为进一步激发

志愿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热情，华云园社

区党委开展“爱心储蓄银行”积分兑换暨迎新

春助困活动。

据了解，自“爱心储蓄银行”活动开展以

来，华云园社区党员群众积极参加志愿活动，

同时开展“1+1”爱心行动，倡议每人捐出一元

钱，救助困难户，截至目前，“爱心储蓄银行”共

收到爱心捐款6178.5元。在春节来临之际，华

云园社区为4户困难群众发放“爱心储蓄银行”

救助金2000元，为他们送去关爱和温暖。

◎对各社区抓基层党建的工作经验、
亮点、成效、问题、不足及原因进行点评

◎强化社区党支部书记党建工作第一
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增强基层党组织廉洁
自律和服务群众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