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道街：“三不管”的无名道路有人管
■ 时报记者 马兰 报道

时报讯（记者 马兰）为将迎庆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深度结合，营造浓厚的主题教育氛围，

近日，杭州道街举办了“颂歌献祖国”职工

文艺汇演活动。街道机关和 29 个社区共

选送了35个节目，经过前期层层选拔，最

终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共

筛选11个节目参加了最终的展演活动。

文艺汇演现场，歌声嘹亮，舞蹈翩翩，

独唱、舞蹈、戏剧等节目赢得台下近300名

观众的阵阵掌声。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人

员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党的热爱、对伟大

祖国的美好祝福，一首首红色老歌激发了

全街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

持奋斗精神和革命精神，立足本职、履职尽

责，以实际行动建设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

化海滨城市。

杭州道街

颂歌献祖国 汇演迎国庆

时报讯（记者 马兰）近日，杭州道街弘泽

城社区举办了一场以“魅力金秋迎国庆、携手

共建奏华章”为主题的文艺汇演活动，丰富多

彩的表演为广大居民献上了一道文化大餐。

一曲歌伴舞《祝福祖国》拉开了晚会的序

幕。快板《扫黑除恶在行动》道出了群众心声，

扫出了朗朗乾坤、清风正气。现代舞、模特步、

曳步舞、戏曲、二胡独奏、小提琴独奏、魔术、书

法等节目引来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晚会在

《今夜无眠》的舞蹈表演中和居民热烈的掌声

中落下帷幕。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欢笑声、鼓

掌声此起彼伏，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

弘泽城社区

举办国庆文艺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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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助困 爱心浇灌希望

多年来，张世勇热心社区公益，尤为

关注社区孤寡老人、残障儿童等弱势群

体。他利用个人休息时间，去孤寡老人、

残障儿童家慰问帮扶，经常参加社区组

织的爱心捐赠活动，不计回报地为老人

儿童捐款捐物，并帮助一些行动不便的

孤寡老人做些打扫卫生、整理房间、清洗

衣物等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曾经，社区里一名学生考上大学却

因为家庭贫困而不能继续学业，张世勇

得知情况后，找上家门为其捐助学费。

没有儿女的孤老户、身患重病的贫困户、

行动不便的残疾户……只要在社区里遇

到困难居民，张世勇都会想尽办法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助贫、助困，更要助心。”为了帮助

困难群体重拾生活的信心，走出生活的

阴霾，张世勇还经常和老人儿童谈心交

心。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无微不至

关怀，让受助人看到了“人间自有真情

在”的真实一幕，也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以身作则 带头助力创文

张世勇是在职党员，作为塘沽燃气

管理所党支部副书记，在塘沽燃气管理

所负责辖区内燃气用气安全监督管理

工作。他充分利用现有优势资源，针对

向阳里社区主要居住对象是老年人的

实际情况，主动与社区对接开展志愿服

务。定期在社区内开展志愿宣传工作，

向居民介绍燃气安全及用气常识，并深

入老人家中，进行燃气安全检查，排除安

全隐患。

张世勇作为滨海新区塘沽燃气管

理所党支部志愿服务队队长，身体力

行，带领大家全身心投入到向阳里社区

创文活动中，先后参加了 8 次“万人环

境大清整”行动。张世勇不怕脏、不怕

累，以身作则，带头捡拾垃圾、清理小

广告。

人居环境改善贵在维护保持，为此

张世勇既当宣传员，又当监督员。他经

常深入小区楼院、串门入户，面向居民宣

传文明生活常识，倡导文明健康生活，共

创美好生活环境。

“学有榜样，行有准则，进有方向。”

多年来，张世勇一直以谦虚谨慎、热情

饱满的态度从事着社区志愿服务，因为

他懂得，“这是一项予人玫瑰、手有余香

的崇高事业，无论前路如何艰辛，我都

将矢志不移，在坚守中付出，在坚守中

收获。”

时报讯（记者 张玮）日前，一场以“庆国

庆、迎重阳”为主题的戏曲专场文艺晚会在北

塘街海泽苑文化活动室门前举行。晚会邀请

民间戏曲队伍及众多戏曲爱好者来到会场，为

戏迷带来精彩的演出。

台上，演员们以饱满的激情、到位的表演、

认真的态度、专业的行头和道具，为整场演出

增加了新的色彩。《穆桂英挂帅》等24个节目

轮番上阵，曲调悠扬、字正腔圆，两个多小时精

彩的表演吸引了许多过往群众驻足观看，不时

报以热烈的掌声，充分展现了北塘人民喜迎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的高昂精神风貌。

海泽苑社区

举行戏曲专场文艺晚会

情牵困难居民 热心服务社区
——走近向阳里社区志愿者张世勇

“热心公益、情系社区，乐于奉献、不计得失。”这是外界对张世勇最多的评价。
张世勇是滨海新区塘沽燃气管理所党支部副书记，同时也是新村街道向阳里社区
的一名在职党员。作为一名普通的社区志愿者，他始终把“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
难”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全心全意为社区居民服务，千方百计为群众办实事、做好
事、解难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活动中发挥着自
己的光和热。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太平镇联合

滨海新区文化馆在滨海新区文化馆（大港大剧

院）举办太平镇书画作品展。

据悉，本次书画展征稿面向太平镇农民书

画家、书画爱好者和学生等，共展出百余幅作

品，展期为一周。其展出作品主要以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展现家园美好和人民

群众积极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共庆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华诞。展览吸引了大量的书画

爱好者前来观看。本次展览结束后，这些书画

作品还将被带回太平镇文化站进行展出。

太平镇

举办农民书画展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海滨街

召开国庆维稳安保工作部署动员会。海

滨街工委领导班子成员、辖区各派出所所

长、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各社区（村）党组

织书记、综治专干、安全专干和重点企业

安全负责人等约130人参会。

会议对国庆安保期间安全维稳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要求各参会人员及企业单位

务必提高思想认识，扎实开展各项安保排

查和治理工作，预防和杜绝各类安全事故

发生。相关责任单位要注重源头预防，加

强不稳定因素排查分析，加强属地稳控，将

责任落到实处，加强网格管理，充分发挥

专职网格员的作用，严格落实维稳责任。

海滨街部署国庆维稳安保工作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由滨海新区大

沽街道科协、大沽街道党工委、大沽街道办事

处联合主办，大沽街道综合文化站、安阳社区

居委会、海昌天澜物业服务中心承办的全国

科普日“全域科普，筑梦新时代”文艺汇演活

动在安阳社区海昌天澜小区举办。

活动在舞蹈《咏唱中国梦》中拉开帷幕，

全场演出囊括了小合唱、男女声独唱、舞蹈、

京韵大鼓、二胡齐奏等文艺节目。其中新编

舞蹈《咏唱中国梦》《我的祖国》等节目充分展

现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歌颂祖国的热

闹场面；穿插在节目中的“科普中国和创文有

奖问答”让到场居民在欢乐的氛围中学习知

识，活动吸引了全社区居民竞相参与。

大沽街

科普宣传进社区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杭州道街北邻

村社区联合天津科技大学、向阳幼儿园开展

了“如何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环保知识讲座。

天津科技大学的学生们利用 PPT 展示、

现场模拟分类投放等形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

向小朋友们介绍垃圾分类知识，小朋友们对垃

圾分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活动中还

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踊跃参与，回答正确

的小朋友还能得到卡通贴纸作为奖励。

通过此次讲座，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垃圾

分类知识宣传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小朋友们

带动家长参与到垃圾分类的活动中来，使居

民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北邻村社区

垃圾分类环保知识讲座开讲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中塘镇、

太平镇、小王庄镇三镇联合组织甘肃省甘

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三乡镇干部共计24

人次赴滨海新区开展交流培训活动。

据悉，合作市来访人员先后参观了生

态城生态智慧城市与海绵城市建设、国家

海洋博物馆、东疆港、大沽炮台。随后，三

镇邀请党校老师开展专题培训讲座，为来

访学员介绍新区先进城市发展经验。会

后，来访一行人先后前往中塘镇文体中

心、腾源牧业、小王庄示范镇，刘岗庄农业

大棚、太平镇梦得奶牛养殖基地等点位进

行考察学习。各镇负责人还分别与合作

市来访乡镇干部进行座谈，在推动项目合

作、深化交流沟通、强化对口支援等方面

研究具体举措，并就有关事项达成一致。

杭州道街辖区有一些小区和小区之

间的道路不仅短而窄，更因为没有路名

而成为无名道路，相关部门也由此疏于

对这些无名道路的管理，让这样的道路

既乱又堵，给小区居民出行造成了非常

大的影响。对此，杭州道街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效强化党建引

领，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将解决好民生问

题作为检视主题教育成果的一项重要内

容。针对无名道路秩序混乱的问题，杭

州道街多措并举、群策群力，有效解决了

关系到百姓生活的难题。

这条道路有点难行

在杭州道街安顺道社区，辖区内汇

泰园小区以东和禧顺馨园小区以西的位

置有一条约 400 米的道路。虽然这条道

路不长，也不宽，但问题却不少，尤其是

在早晚高峰时段。“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

是出行问题，因为这两边都停满了车，我

们进出小区都费劲，实在是不方便。”居

民说。原来，这条道路最大的问题就是

道路两侧乱停车的问题，道路本来就不

宽，两侧再停满了车辆，使这条道路的通

行能力瞬间下降。

“小区要前往安顺道和津塘公路的

居民，都要通过这条路，这条路还是挺重

要的，所以车流量也不小。但这里的秩

序乱了，确实影响居民出行。”安顺道社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为此，杭州道街

非常重视居民提出的问题，实地察看了

这条道路的现实情况，也确实发现了存

在的问题。

现场进行文明劝导

杭州道街作为新区核心区域内老旧

小区集中的城区，基础设施薄弱，配套

设施不完善。像汇泰园小区以东的这

样的无名道路还有很多，但因为道路没

有名字，并不在相关管理部门的管辖范

围内，无名道路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三不管”地带。

为解决这一问题，杭州道街职能科

室担负属地管理责任，主动作为，探讨解

决问题的办法。“现在，我们已经向新区

路名办申请道路命名，首先要解决道路

因无路名而无人管理的问题，尽早为道

路申请路名，规划为正式道路，由有关部

门加强管理。”负责人介绍说。但在此之

前，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办法解决当前

棘手的拥堵问题。目前，正值创文期间，

由社区工作人员组成文明交通劝导志愿

服务队，每天上下班高峰期间对车辆和

人员进行文明交通劝导，呼吁大家不要

把车辆停放在道路两侧，以缓解交通拥

堵问题。志愿者还在乱停放的车辆上放

置了温馨提示卡，提示车主不要随意停

放车辆，尽早驶离现场。同时，社区网格

员也加大了日常巡查的频次和密度，对

道路破损、污水外溢等情况及时报告处

理，保障道路交通顺畅，切实为老百姓解

决出行难题。多方联手，齐抓共管，这条

无名路的交通状况已经得到了改善。道

路畅通了，居民满意度提高了。

杭州道街将解决好民生问题作为检

视主题教育成果的一项重要内容，坚持

“新问题立行立改、全面整改，老难题全

力推动、务求实效”的原则，明确责任、倒

排工期、挂图整改、销号管理，推动整改

任务落实，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三镇联合开展对口支援交流培训

时报讯（记者 马兰）近日，杭州道街安顺

道社区以“培育好家风、传承好家训”为主题

开展了系列家风家训活动。

活动中，来自新东方的高老师通过日常

的一些小事，如在接送孩子上学、代替子女教

育孙辈的一些方式方法上，向奶奶姥姥们宣

扬家风家训要言传身教。通过提高自己的道

德情操，铸就言传身教的典范，让好“家风”引

领社会良好风气。社区同时邀请了滨海新区

塘沽尊康中医门诊部的医生来为参加活动的

奶奶姥姥们进行健康义诊。

此次活动促进了社区居民群众积极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发挥家风家训的

正面作用，让良好家风家训在生活中传递。

安顺道社区

开展系列家风家训活动

■ 向新区路名办申请道路命名，首
先要解决道路因无路名而无人管理的问
题，尽早为道路申请路名，规划为正式道
路，由有关部门加强管理

■ 由社区工作人员组成文明交通
劝导志愿服务队，每天上下班高峰期间
对车辆和人员进行文明交通劝导，呼吁
大家不要把车辆停放在道路两侧，以缓

解交通拥堵问题
■ 志愿者还在乱停放的车辆上放

置了温馨提示卡，提示车主不要随意停
放车辆，尽早驶离现场

■ 社区网格员也加大了日常巡查
的频次和密度，对道路破损、污水外溢等
情况及时报告处理，保障道路交通顺畅，
切实为老百姓解决出行难题

近日，杭州道街贻丰园社区

携手新区名厨委、鲁花集团天津

大区及爱心企业举办我们的节日

——重阳“真爱暖重阳、浓浓敬老

情”活动。活动中，新区名厨委50

名专业厨师来到社区，现场为辖

区的孤寡、残疾、困难老人制作精

致美味的菜品，用心做着每一道

菜肴，将满满一桌的美食呈现在

老人面前。来到现场的还有一位

百岁老人陈奶奶，名厨委工作人

员亲手为老人包了一盘热腾腾的

五彩水饺，老人脸上洋溢出满足

而又幸福的微笑。

文/记者 马兰 图/记者 何沛霖

真爱暖重阳
浓浓敬老情

▲张世勇（左一）参加社区志愿活动

▲

志愿者在无名路文明劝导 记者 何沛霖 摄

日前，“遇见·未来”——大港油田

首届幼儿美育原创艺术展在大港油田展

览馆开幕。此次展览展示了新时代“石

油娃”创作的艺术作品，融合童心智慧，

传承红色基因，包含了水墨画、版画、蜡

笔画、水彩画、扎染画等共102件展品。

文/记者 李婷婷 通讯员 田丽
图/记者 贾成龙

大港油田幼儿美育艺术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