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滨街新盛社区

环保知识小课堂开课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为进一步提高社区

青少年的环保意识，近日，海滨街新盛社区组

织社区小学生及家长30人，举办了一堂垃圾

分类科普知识讲座。

讲座通过 PPT 的形式，向青少年讲解了

垃圾分类的基本知识。为了巩固学习成果，增

加讲座的趣味性，讲座结束后，工作人员还安

排青少年将大家事先从家带来的各种“垃圾”

投放到“分类垃圾箱”里。

此次讲座提高了同学们对垃圾分类的认

识，也提高了大家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同学们

表示，在今后的生活中，会不断积累垃圾分类

知识，争当环保小卫士。

北塘街文化宫社区

上门体检 关爱空巢老人
时报讯（记者 张玮）10月9日上午，北塘

街文化宫社区联合北塘医院走访社区，为行动

困难的空巢老人开展健康体检志愿服务活动。

社区医生为老人们进行了心电图、血压等

检测，同时询问了老人们的身体情况、病史等，

现场根据检查结果给予老人们相应的健康指

导。检查结束后，老人们纷纷表示，上门体检

解决了他们出行不便的困难，“这样的活动真

是太贴心了”。

大沽街安阳社区

特色讲座聚焦“舌尖安全”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大沽街安阳社

区邀请滨海新区疾控中心老师为居民朋友们讲

授了一堂关于食品安全健康饮食的特色讲座。

活动吸引了20多位居民参与其中。活动

中，志愿者向现场居民发放了《食品安全宣传

手册》，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日常生活中食品安

全知识的要点问题，并针对“食品安全消费误

区”“如何合理饮食”等方面进行解读，同时提

醒居民要养成良好的食品卫生习惯，确保舌尖

上的安全。

此次活动广泛宣传和普及了食品安全知

识，提高了辖区居民对食品安全的警惕意识，

对大家生活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

用。此后，该社区将继续开展食品安全培训教

育，携手全民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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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环境 助力创文

“这次我们要把小区里的卫生死角

清理一下，将小区彻底大扫除一遍。”芳

园里社区的党员、志愿者和居民在每次

的大清整活动中都表现得十分积极主

动，热情高涨。作为老旧小区集中的社

区，环境大清整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这种

“你扫一下，我擦一下”的活动，老旧小区

顿时变得整洁干净。

安顺道社区则召开深化创文工作推

进会，社区相关负责人召集辖区内物业

公司负责人及自然小区保洁员等召开会

议。针对巡查发现的重点问题，要求社

工将问题点位和图片整理成PPT，并一一

对负责的物业公司和保洁员代表进行部

署，提出整改要求。

其他各社区也都定期开展清整活

动，大家共同动手，美化家园，整洁环境，

为创文贡献力量。

宣传文明 倡导文明

为引导辖区居民文明出行，养成良

好出行习惯，昨日，华蓉里社区组织社区

居民开展了“巾帼心向党”主题教育实践

活动之文明交通宣传活动。活动中，社

区志愿者向大家发出倡议，号召广大居

民积极参与、大力倡导文明交通行为。

华蓉里社区的志愿者们积极参与文明交

通劝导志愿活动，向不按交通指引行走

过马路的行人及骑自行车、电动车人员

宣传“行人、非机动车横过马路请走斑马

线”的交通常识，耐心劝导他们遵守交通

指引。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

的文明交通意识，为大家的出行营造了

一个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

环境。

多彩活动 宣传创文

杭州道街各社区以独有的方式将创

文推广到辖区内，促使更多居民了解创

文，参与创文。

吉庆里社区围绕创文主题开展文艺

晚会，不仅使辖区居民享受了文化大餐，

而且将创文元素注入到文艺演出中，使

创文意识深入人心。康居园社区则以

“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加大创文宣传力

度，组织辖区小学生家长开展创文宣传

活动。通过未成年人带动家长参与到创

文活动中来，将创文宣传到每家每户。

吉宁里社区还在中元节等节点，深入开

展安全巡逻，大力宣传文明祭祀理念，传

播绿色生活的新风尚。

时报讯（记者 马兰）为进一步增

强居民法律意识，近日，弘泽城社

区组织辖区居民开展以“弘扬宪法

精神 普及宪法知识”为主题的宣传

活动。

活动中，弘泽城社区的法律顾

问徐律师运用生动的语言和真实的

案例，向居民详细讲解了大家比较

关注的法律知识。随后，针对居民

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及关心的热点问

题，徐律师还面对面为到场居民进

行法律指导，同时运用典型事例，从

正反两个方面辩证地论述了法治的

重要保障。

居民受益匪浅。此次学习宣传

活动不仅向居民普及了法律知识，

提高了居民的法律意识及自觉抵制

不良思想倾向的能力，而且引导居

民自觉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推进民主法治社区、平安社区的

创建。

弘泽城社区

开展宣传活动
普及宪法知识

时报讯（记者 马兰）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

际，为了提高社区中老年消费群体的自我保护

意识，引导消费者科学、合理、文明消费，日前，

唐山里社区开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普法

讲座。

讲座邀请天津敬科律师事务所的潘津律

师开讲。潘津律师在讲座中利用通俗易懂的

案例，讲解了社会上不良商家欺骗消费者的

“套路”，呼吁中老年居民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律师也对如何维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引

导消费者懂法、守法，学习科学、现代的消费方

式及维权知识。

唐山里社区

增强老年消费者维权意识

时报讯（记者 马兰）近日，新业里社区举

办了红十字培训讲座。课堂上，老师生动、细

致地为居民们讲解了现场急救、自救、互救的

基础知识、方法以及急救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并让居民参与其中。

讲座中，医生与居民进行了互动，形象生

动地讲解让社区居民受益匪浅，使在场居民

在愉快活跃的气氛中切身体会并掌握了许多

急救常识。社区通过举办应急救护培训讲

座，旨在增强居民的健康意识，提高应急救

护能力，保障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居民们

表示，通过此类讲座，掌握了许多实用的救

护技能。

新业里社区

举办应急救护培训讲座

收获的冬枣走俏市场 枣农共增收600余万元

太平村的枣农们不用愁啦！

杭州道街各个社区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创文活动

居民齐参与 为创文添彩

十月的太平村，处处枣香飘荡，红彤

彤的冬枣压弯了枝头。62岁的窦桐森像

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自家种植的枣树

林里修剪枝桠，等待前来采摘和购买冬枣

的客人。今年冬枣喜获丰收，窦大爷种了

10亩冬枣，心里乐开了花。

窦大爷告诉记者：“按市场价 5 块钱

一斤算，一棵树能摘 20 斤，一棵树能挣

100块钱，一亩地有110棵树，一亩就是1

万多块钱，以前种玉米一亩地才三四百，

收入翻了好几十番。”

2002 年以前，太平村的村民们主要

以种植玉米、小麦、大豆等传统农作物为

主，种地靠天收，收成总是不尽如人意，

很多村民不得不利用农闲时外出打工来

贴补家用。2002年，为提高耕地收成，留

住农民，太平村通过聘请专家把脉，组织

村干部、村民代表到外地考察学习，最终

确定了以冬枣种植为主的推动农村经济

结构调整的发展方向。当年，全村共种

植枣树 1000 余亩。随后，多年来，该村

在冬枣种植技术培训、品种改良、产品包

装、宣传推广等环节下了大功夫，以此推

动冬枣种植走上专业化、品牌化、产业

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如今，太平村的

冬枣已有近20年历史，全村冬枣种植规

模已经发展到了 1500 余亩，350 多户枣

农从中受益。

“往年冬枣收获了，我们自己找销路，

主要依靠外地进驻村里的收购点进行销

售。但卖给收购点，价格人家说了算，我

们枣农没有主动权。”回想起往年冬枣销

路，窦大爷颇有感慨。太平村冬枣个头

大、果实甜、口感好，然而，长久以来，该村

冬枣连年丰产不丰收，由于销售渠道闭

塞，导致枣农收入一般。

“但今年，太平村的冬枣销售有了

新变化。”太平村村委书记窦国义告

诉记者，为了改变现状，提高枣农的

收入，太平村成立了冬枣合作社，集体

种植，统一打药、施肥，销售更是采取

统销。

据了解，除了通过游客采摘、冬枣收

购商收购等渠道销售外，该村今年还积极

推进“互联网＋”模式，与快递合作，通过

线上销售推动冬枣产业拓宽营销渠道，做

强特色品牌。

“今年太平村冬枣产量在200万斤左

右，目前冬枣的市场价高于往年1元多，

拓展销路后，村里枣农收入达到600多万

元，远高于去年的 200 余万元。”窦国义

介绍。冬枣的丰收让太平村人“脑洞大

开”，下一步他们打算打造千亩冬枣林，

形成一个集果树种植、农业采摘、休闲旅

游三位一体的立体经济带，进一步提高

农民收入。

为配合滨海新区创文工作，杭州道街辖区内的各个社区积极开
展创文活动，以各种方式引导广大居民文明出行，提高文明素养，提
升城市环境。创文给居民生活带来生机，辖区也因创文变得更加美
丽整洁。

时报讯（记者 马兰）为了加强对社区广大

未成年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他们的爱国意

识，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国庆节期间，华蓉里

社区组织青少年开展了“向国旗敬礼、为祖国

祝福”网上签名寄语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指导社区青少年登

陆文明网专题页面，向五星红旗敬礼，踊跃签

名留言，引导他们歌颂中国梦、描绘中国梦、放

飞中国梦，表达孩子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

家乡的美好心声。

孩子们在社区的电脑上纷纷留下寄语。

“ 希 望 祖 国 更 加 繁 荣 昌 盛!”“ 我 爱 你 祖

国！”……孩子们的留言抒发了对新中国成立

69周年的美好祝福。

华蓉里社区

青少年网上寄语祝福祖国

成片的冬枣树林，三五结队而行的电动三轮车满载着一筐筐冬枣欢快地驶过
……在太平镇太平村的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正在上演。记者了解到，
今年太平村收获的冬枣走俏市场，1500余亩的冬枣树让枣农们共增收600余万
元，冬枣产业已真正成为这里的一个支柱产业。

为了传承中华孝道文化，助推创文

工作，“十一”期间，杭州道街吉庆里社

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了国学家风讲

堂活动。活动围绕“孝道”主题开展，配

合大量的案例、故事，循序渐进地教导

孩子们“孝行天下”。

活动给师生和家长上了一堂难忘

的国学课，引导大家共同传家风、习国

韵、明孝道、知感恩。

文/记者 马兰 图/记者 何沛霖

■ 时报记者 马兰 报道

■ 时报记者 李婷婷 报道

为充分发挥离休老干部作为

“活历史”“活教材”的独特作用，教

育青少年铭记历史，国庆期间，大

港油田离退休管理中心老干部服

务分中心组织90岁高龄的离休干

部李培中与港西新城等4个小学联

合开展了以“不忘初心弘扬抗战精

神，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为主

题的“关心下一代，我说历史”活动。

此次活动请亲历过抗战的离

休老干部对19名少先队员进行革

命传统教育。陪同孩子一同参加

活动的家长表示，国庆佳节里举办

这种特殊的“课程”让大人和孩子

都很受益。 文/记者 张爱萌
图/记者 贾成龙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近日，小王庄镇

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上就创文工作实地考

察测评、公益广告宣传、调查问卷等环节工

作做了新的部署，同时针对区创文第二次实

地测评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列出整

改清单，并由创文办统一协调、各分管领导

按职负责、各相关部门照单整改。

会议要求，各分管领导须站在讲政治

的高度看住任务、盯住目标、按人落实。

要主动攻坚，不做旁观者，更不能各吹各

的号。坚持问题导向，联系实际，围绕难

点抓重点，突出重点抓特点，攻克难点促

亮点，全面树立不为困难找理由，围绕成

功想招法，推动创文工作顺利开展。围绕

活动树形象，坚持动员和发动全体党员干

部围绕“好家风、好邻里、好居民”以及“讲

身边故事，促和谐文明”“庄稼院的故事”

等主题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和干部表率作

用，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

者、实践者和推动者。

小王庄镇

提出创文工作新要求

社区开设讲堂
弘扬国学家风

“我说历史”
不忘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