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仑里社区开展消防演练

提升居民自救互救技能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北仑里社区组

织辖区居民开展“消防安全 人人有责”消防

演练。

演练分为讲解示范、现场示范、模拟火情

组织灭火、火灾逃生等环节。活动伊始，社区

安全员向大家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火灾

事故后的基本扑救方法、自防自救措施等消防

安全知识。讲解结束后，在安全员的指导下，

居民们开展现场操练，使用干粉灭火器扑灭火

源。在逃生演练阶段，居民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有秩序地迅速撤离现场，到达安全指定地点。

此次消防演练，普及了消防安全知识，提

升了居民自救互救技能，为营造良好的社区消

防安全环境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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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张智）在“5·12”全国

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塘沽街道各社区

开展多种形式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增

强居民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居民避灾自

救能力。

新尚里、拥军里、海河园社区举办

防灾减灾主题讲座，从医疗急救常识、

家庭防火安全、家庭应急预案等方面，

为社区居民普及安全知识。

近开里、祥和家园社区组织开展防

震减灾科普知识宣传。活动中，社区工

作人员向在场群众耐心讲解了地震应

急避险常识、震后自救与互救知识。

三百吨、馨苑社区通过张贴宣传标

语、现场发放宣传材料，向居民宣传自

然灾害的种类和在灾害中的逃生及避

灾自救方法，让居民了解自然灾害、家

庭及公共场所避灾自救知识。

塘沽街各社区开展多种
形式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提升居民应急能力

在母亲节之到来际，为大港街道及

各社区举办了一系列母亲节活动，为母

亲们送上节日祝福，营造了感恩母亲、关

爱母亲的浓厚社会氛围。

爱心传递表真情
日前，一场“诗情花艺，感恩母亲节”

DIY艺术插花活动在七邻里社区举办。

活动中，插花技师给大家讲解各类花草

的特性及所代表的特殊意义，并以母亲

节为主题教授插花技巧。居民在技师的

耐心指导下慢慢用巧手插出了一束束美

丽的鲜花，康乃馨、百合……这些平日里

常见的花花草草，经过大家的巧手一番

修剪、整枝、拼插，摇身一变就成了美观

时尚的花束。

晨晖里、朝晖里、福华里社区联合农

行大港旭日路支行，在晨晖里社区开展

了“爱心传递·温暖前行”活动，喜迎母亲

节。活动当天，农行爱心团队成员带着

满载爱心的物资来到晨晖里社区，为4户

困难单亲母亲送去了生活用品。

传承家风家教家训
日前，大港街妇联举办“牵妈妈的

手 感恩母亲”演讲比赛。经过前期征稿

选拔，共有12名来自辖区不同岗位的选

手入围决赛。他们当中既有基层社区人

员，也有来自生产一线的工人，大家通过

讲述家风家教家训故事、晒家庭幸福照

片，弘扬好家风，传承好家训，弘扬社会

正能量。

“在母亲节之际举办这样的演讲比

赛，是传承家风家训的有力体现。我们

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唤起大家内心的

感恩，让大家勇于表达，并将这样的传

统美德传承下去。”大港街相关负责人

表示。

据了解，大港街妇联将家风家训建

设作为和谐社区建设的“软助力”，努

力打造和谐家庭，用身边人、身边事教

育引导群众，积极弘扬社会正能量。

通过引导家风家教家训建设，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辖区居民

树立和注重良好的家风家教，也为孩

子的成长营造一个良好而健康的生活

环境。

此外，大港街妇联还通过开展文明

家庭、和谐家庭、最美家庭等评选创建

活动，发现了一批家风正、人品好的家

庭，并结合文明建设带动家风培育，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树立典

型，着重宣传身边涌现出的践行良好家

风家训的典型人物和事迹，引领形成向

上向善的社会氛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

力量。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为落实大港

街“七五”普法规划，增强法治宣传教育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机关干部

的法治观念、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能力，

在机关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日前，胜利

司法所联合迎宾司法所、大港街综治办

组织开展了“我与宪法”活动启动仪式暨

大港街宪法进机关宣讲活动。

启动仪式后，全体参会人员集体观

看了宪法微视频——《宪法就在我身

边》。随后，由南开大学滨海学院乔沙

老师为大家作了以“弘扬宪法精神，建

设法治中国”为题的专题讲座。乔沙老

师从我国宪法发展史、宪法修改的重大

意义和 2018年宪法修改三个方面进行

了讲解。

胜利司法所将以此次活动为开端，

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大力开展宪法主题宣

传教育，进一步学习宣传宪法，深入贯彻

实施宪法，形成尊崇宪法、维护宪法、运

用宪法的良好氛围，掀起学习宪法、弘扬

宪法精神的热潮。

宪法宣讲进机关

弘扬宪法精神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为增强全民参与

保护生态大自然的意识，日前，大港街文化中

心联合北大港湿地管理中心共同举办“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爱鸟护鸟生态讲堂”

活动。

活动中，爱鸟志愿者及摄影爱好者王洪

峰通过自己拍摄的北大港湿地及各种国家级

保护鸟类物种、频危珍稀候鸟的优秀摄影作

品，在展示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

性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同时，图文并茂地为

大家普及了爱鸟护鸟知识。

大港街举办爱鸟护鸟活动

增强全民生态保护意识

开展联合整治行动 查处非法行医场所六处

塘沽街“黑诊所”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
!

时报记者 张智 报道

大港街道及各社区举办母亲节系列活动

感恩母亲节 传递正能量
!

时报记者 张爱萌 报道

!

七邻里社区举办“诗情花艺，感恩母亲节”DIY艺术插花活动
!

晨晖里、朝晖里、福华里社区联合农行大港旭日路支行，在晨晖里社区开展
了“爱心传递·温暖前行”活动
!

大港街妇联举办“牵妈妈的手 感恩母亲”演讲比赛，弘扬好家风，传承好家训

爱心团缘
服务青年

紫云园社区组织举办爱心义卖活动

点滴爱心 帮扶困难群体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紫云园社区组

织举办“中国梦民族情”爱心义卖活动，号召辖

区居民捐赠爱心物品，售卖所得用于帮扶社区

困难群体。

伴随着腰鼓队的开场舞，爱心义卖火热开

场。大家站在各自的摊点前，卖力地吆喝着。

少数民族居民也带来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

参加售卖。“顾客”们聚集在各个摊位前，挑选

自己心仪的物品。

本次活动持续了两个小时，在居民的踊跃

参与下，累计筹集善款573元。

华云园社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服务辖区妇女 打造暖心之家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华云园社区组

织开展女性职业技能培训，邀请专业面点师为

辖区妇女进行西式面点制作培训。

在面点师的讲解和示范下，受训学员从打

蛋、筛粉、使用烤炉等环节入手，体验糕点制作

过程，交流学习心得，展示学习成果，享受创作

乐趣。

据了解，华云园社区妇联认真履行妇联基

层组织职能，以“妇女之家”为依托，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服务辖区妇女，提升辖区妇女的

整体素质和技能。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日前，大港文化馆

公共文化志愿服务分队来到大港油田钻井养

生园，陪伴这里的老人共度母亲节，为她们献

上节日的祝福。

演出在欢快的舞蹈《开门红》中拉开了帷

幕，随后少儿相声、独唱、舞蹈等精彩的节目纷

纷上演。演出在欢快的歌伴舞《草原的月亮》

中落下帷幕。

据了解，大港文化馆把大港油田钻井养

生园作为常态化文化服务基地，除在母亲节

开展献爱心送温暖外，在每年的传统节日都

会定期组织文化志愿者进行慰问，通过这种

方式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向全社会传

递正能量。

大港文化馆志愿者走进油田
钻井养生园

献爱心送温暖 弘扬敬老美德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为增强社区工作人

员及居民消防安全意识，提高社区居民应急避

灾能力，日前，三春里社区联合大港消防特勤

支队在社区微型消防站开展消防演习活动。

活动现场，大港消防特勤支队官兵讲解如

何使用灭火器扑火、家庭或场所遇突发火灾如

何进行逃生等消防知识，并组织居民开展现场

灭火演练。

此次消防演习活动，提升了社区居民和工

作人员的自救自防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创建平

安和谐社区打下基础。

三春里社区联合大港消防特
勤支队开展消防演习活动

提升居民应急处置能力

党员进社区
义务送健康

日前，塘沽街道团工委在开发区创客

基地举办“爱心团缘——心灵深处的震

撼”单身青年公益交友活动，60余名青年

男女参加。通过总结历次活动经验，充分

问需问计青年，本次活动融入了更多专业

元素，特邀心理学专家，开展以婚恋亲情心

理干预为主题的交友活动。活动中，单身

青年进行了自我介绍，大家抽签分组，通过

游戏热身、才艺展示和近距离接触，增进相

互间的了解。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为深入推进非
法行医专项整治行
动，塘沽街精心组
织，狠抓落实，连日
来组织工作人员开
展行动，治理非法行
医行为，整治医疗服
务环境。日前，塘沽
街道社事办、塘沽街
道综合执法大队联
合新区卫生监督所
开展非法行医突击
检查，查处非法行医
场所六处，有效净化
了辖区就医环境。

检查人员来到海安里6栋1门102时

发现，有两名居民正在输液。塘沽街道综

合执法大队新港片区队执法人员当即对

该场所营业执照和医师资格证进行检查，

发现此处是无证经营，且屋内存放了大量

的药品和药具，正在输液的两名病人在执

法队员的劝说下也终止了输液。随后，执

法队员按照执法程序对此处的药品等进

行了暂扣。

在检查海宁里 8栋 2门 102时发现，

此处存放了大量的中医药材，墙上挂着治

疗价位表，屋里摆放着中医治疗的专用床

铺和工具等，执法队员依照执法程序对此

处的从医工具以及张贴的宣传报等进行

了暂扣；在检查海安里市场时发现此处有

一家口腔诊所，环境简陋，无证营业。执

法队员暂扣其非法行医的工具。

新村片区队根据相关线索，也对河北

路573号增1号灰指甲店内进行了检查，

发现该店内存在夸大宣传的情况，要求其

自行改正；碧海鸿庭小区一小儿推拿店经

查证，未办理营业执照手续，执法队员对

其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其尽快

改正违法行为。

据统计，此次联合检查行动，共查处非法行医

场所6处，暂扣药品2车。在多部门联动打击非法

行医的同时，塘沽街道还结合辖区情况，开展了丰

富多样、形式灵活的普法宣传、科学宣传活动，提高

辖区居民的防范意识，在辖区营造了打击非法行医

的氛围。

塘沽街道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该街紧紧围绕专

项整顿工作，采取多种措施，深入推进打击非法行

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通过多举措、卓有成效的

行动，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

行医，提高广大群众对非法行医危害性的认识，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

现场
暂扣药品工具 责令整改违法行为 出重拳多举措 取得阶段性成果

成效

日前，阳春里社区联

合驻区单位大港中医医院

党总支为阳春里社区居民

开展义诊活动。

参与此次活动的党员

志愿者全部来自临床一线

的医疗骨干，脑内科、骨

科、康复科、儿科、皮肤科、

肠胃科等额科室在现场设

立了义诊台。医生们耐心

为居民疾病诊治，讲解突

发病情处理方法、用药方

法等，得到了广大社区居

民的热烈欢迎。

文/记者 张爱萌
图/记者 贾成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