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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河街创新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多样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

特色“新河名片”助力创文
◎ 在辖区车站北路、江西路、塘黄路等10条主干道路，神川街、云舟街、飞

虹街等7条次干道路制作安装公益广告宣传牌、宣传栏、电子屏、建筑围挡、特色
景观、提示牌共871块，实现社区全覆盖。截至目前，公益广告包括道旗、电子
屏、橱窗、围挡、造型类、文明楼门共计2500余处

◎ 充分利用建筑物空间，投放大型公益广告。在京津塘高速新河入口桥、
车站北路与津滨高速桥梁交口等处制作了大型户外宣传标语10处，使社会宣传
和核心价值观宣传基本覆盖辖区居民出行的重要交通路口，起到了很好的宣传
效果

◎ 招募30名志愿者开展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活动。这些志愿者在志愿服务
中劝导行人遵守交通规则，提示机动车礼让行人等，弘扬了志愿服务精神，体现
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河街举办

“杂谈学习中国山水画心得体会”主题活动，

激发社区绘画爱好者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

搭建交流平台。

活动中，新河街文化站书画协会的杨益梁

老师首先对各位学员的作品进行了讲评，随后

学员们就各自在学习和创作山水画的过程中所

遇到的问题和心得体会进行了交流，大家畅所

欲言，整场活动充满了浓浓的学习氛围。

新河街文化站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活动，

丰富了辖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让大家感受到

了中国山水画的魅力，增进了社区居民之间的交

流，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综合文化素质。

提高居民综合文化素质

新河街举办山水画交流活动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河街社区开

展“11·9”消防宣传月进校园“上一堂消防安

全课”宣传教育活动，全面推进消防宣传进

学校。

活动中，新北街消防中队的许鹏教官阐述

了开展消防安全教育课的重要意义。随后，针

对学生们防火意识较为薄弱的情况，他用生动

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解了消防的必要性、消防标

识的意义、火灾快速逃生自救方法及日常生活

中的火灾预防、火场逃生、初起火灾扑救、火灾

报警等相关知识，以及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和

注意事项。其间，消防人员特别增加了消防知

识问答环节，学生们踊跃参与互动。

珠江里社区

消防安全教育走进课堂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河街震新社

区邀请纳淼律师事务所的张汐律师在翔鹤园活

动室开展了打击传销普法宣传，进一步加大打

击传销工作力度，营造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

此次宣传活动以讲座的形式开展，张汐律

师通过 PPT 课件向居民们宣传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政策，详细讲解了传销的各种形式和严

重危害，引导居民自觉抵制传销，鼓励群众检

举揭发传销违法行为，并号召社区广大居民群

众积极参与反传销活动，自觉向街道、公安、工

商机关举报涉嫌传销的行为、线索，共同创建

无传销和谐家园。

震新社区

开展打击传销普法宣传活动

时报讯（记者 马兰）连日来，新河街

四季风情社区开展各类“双安双创”宣传

工作，进一步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提升群

众食品安全意识，为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区营造浓厚氛围。

四季风情社区社工和网格员走上街

头、走进店铺和居民家中，积极向辖区内

超市、餐饮店、副食部等食品经营者和社

区居民宣传全市“双安双创”工作，并发

放“双安双创”宣传台历，让食品经营者

和广大居民群众认识到创建食品安全先

进市的重要意义，积极参与到创建工作

中来。截至目前，四季风情社区张贴发

放宣传材料 500 份，有效加大了宣传力

度，进一步提升“双安双创”知晓率，形成

群众关心创建、支持创建、主动参与创建

的良好氛围。

时报讯（记者 马兰）文明创建人人参

与，文明成果人人共享。新河街结合辖区

实际情况制作形式多样的创意公益广告，

打造新河特色名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讲文明树新风、遵德守礼有机融入各

类生活场景，在辖区主次干道、城市社区

等公共场所刊播，形成传递社会正能量的

一道道靓丽风景线，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

受到熏陶和教育。

公益广告覆盖主要道路

“街道专门用新河元素，制作创意道

旗、宣传栏，设置在主要道路和各个社区

内，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文明树

新风、十九大精神等内容设计成贴近百姓

的系列文明小故事，用于道旗和小区围挡

宣传。”新河街负责人介绍说，街道设计的

“大美新河”“繁荣 宜居 智慧”等户外公益

广告也融入了核心价值观宣传，使宣传更

有新意，让各类公益广告宣传更加受欢迎。

新河街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新河

街已经在辖区车站北路、江西路、塘黄路

等10条主干道路，神川街、云舟街、飞虹

街等7条次干道路制作安装公益广告宣

传牌、宣传栏、电子屏、建筑围挡、特色景

观、提示牌共871块，在各小区出入口增

设、维修宣传栏和《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公益广告，加大各类公益广告宣传

力度，实现社区全覆盖。截至目前，公益

广告包括道旗、电子屏、橱窗、围挡、造型

类、文明楼门共计2500余处。

大型公益广告宣传效果好

新河街还充分利用建筑物空间，投放

大型公益广告。在京津塘高速新河入口

桥、车站北路与津滨高速桥梁交口、新北

路与津滨高速桥梁交口、街道经济服务中

心四楼顶部、新河楼体、桂江里集市旁楼

体、新北路与五星广场路口绿化带、塘黄

路与西中环快速路等处制作了大型户外

宣传标语10处，使社会宣传和核心价值

观宣传基本覆盖辖区居民出行的重要交

通路口，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结合开展志愿服务、文明劝导活动，

新河街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各类服务活

动 500 余次，助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

作，劝阻不文明行为，引领文明新风尚，

普遍提升市民文明素质。“街道还招募

了 30 名志愿者开展文明劝导志愿服务

活动。”新河街负责人介绍说，这些志愿

者在志愿服务中劝导行人遵守交通规

则，提示机动车礼让行人等，弘扬了志

愿服务精神，体现了“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

日前，新河街震新社区

开展了家庭教育的定义及

性质主题讲座。讲座邀请

了孟庆华大爷为大家讲课，

围绕着家庭教育的意义和

性质、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

开展，从德育、良好的行为

习惯、良好的心理素质、智

力开发、强壮身体五方面进

行讲述，受到了家长们的一

致好评。

文/记者 马兰
图/记者 贾磊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北街蓝山国

际社区党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送学

上门活动。社区党委工作人员把播放器送到

社区老党员家中，并告知其正确使用方法，同

时向老党员介绍了社区党委“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就党组织建设、社

区发展征求老党员们的意见建议。

老党员们一致表示，虽然退休了，但思想

不能老化和退步，要做到离岗不离党，在今后

的日子里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提醒

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蓝山国际社区

送学上门 确保主题教育“不掉队”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晓镇家园社区

联合塘沽联通海洋高新分局开展“乐享智能”

老年人智能手机学习活动，满足老年群体的

娱乐需求，让老年人感受科技的魅力。

活动中，联通公司业务工作人员针对老

年人不同的需求讲解了如何连接Wi-Fi、调整

字体大小、储存联系人、使用热门手机软件、

防范通讯网络诈骗等内容。

晓镇家园社区党总支负责人表示，今后，

社区将持续开展手机、电脑等科技产品的普

及学习活动，为辖区老年人提供相互学习与

交流的平台，让他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

有所为。

晓镇家园社区

帮老年人学用智能手机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首创国际社区

居委会开展了应急消防知识培训及疏散逃生

演练，提高社区居民遇到火情时的应急自救

能力，杜绝重特大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

的发生。

活动中，社区安监协管员先为居民进行

了消防知识培训和消防演练指导。在随后的

火灾应急逃生演练中，居民们用湿毛巾遮住

口鼻、压低身子，在引导员的指导下安全有序

地撤离到指定地点。

首创国际社区居委会负责人表示，社区

还将持续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和火灾应急演

练，增强社区居民的灭火、疏散、自救能力。

首创国际社区

增强居民消防自救能力

激扬巾帼之志，奉献巾帼之力。在新区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中，妇女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半边天”作用。

新北街贻成峰景社区妇联联合首创

国际社区妇联，组织开展了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知识竞答活动。活动以游戏的形式

拉开序幕，通过主持人的引导，参加活动

的妇女纷纷说出创文的目的、宗旨、口号

等。活动还以游戏互动的方式向广大居

民普及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知识、创文宣

传标语等。贻成峰景社区妇联负责人表

示，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了辖区妇女对创

文知识的了解，有助于更好地引导大家养

成良好的道德素养，明白“习惯重在养成、

文明贵在细节”，认识到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需要每位居民从自身做起。

在贻成尚北社区，社区妇联联合塘沽

第一职专在健阳养老院共同开展了一场

以“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

为美”为主题的文艺汇演活动。社区工作

者、巾帼志愿者及第一职专的青少年志愿

者共同陪伴健阳养老院的老人，为他们送

去了一份冬日里的温暖。

贻成豪庭社区妇联开展了“共建美丽

滨海、共创文明家园”宣讲。活动中，社区

工作者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重要意

义，向辖区妇女宣讲创文知识和文明理

念，让每位妇女了解创文、支持创文、参与

创文，让创文深入人心。活动结束后，大

家还纷纷在创文宣传寄语处留言签名，表

达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美好祝愿。

贻正嘉合社区妇联开展了以“扮靓美

丽家园、展示巾帼新风”为主题的志愿活

动。巾帼志愿者们来到紫荆花园小区，在

楼道里分工协作，共同装扮了曾经平淡的

白墙。贻正嘉合社区妇联负责人表示，这

些楼道之美，不仅美在楼道环境的舒心怡

人、美在居民自己动手、美在邻里的友爱

和睦，更美在社会方方面面的自发参与。

通过志愿者们的双手，不仅扮靓了楼道这

个微小的公共空间，也在不知不觉中提升

了社区居民的文明素养。

晓镇家园社区妇联开展了“妇女手牵

手、创文一起走”寄语签名及义诊活动。

妇女、青少年志愿者穿戴志愿者衣帽，手

持《市民文明手册》，向过往居民宣传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文知识。居民们纷纷

表示，创文工作开展以来，小区的整体面

貌得到了提升，社区越来越干净了，他们

一定会支持全区创文工作，并纷纷走到

“妇女手牵手、创文一起走”的条幅前写下

文明寄语宣言及自己的名字，以此表达他

们对创文工作的支持与肯定。社区还邀

请了蓝卡医院的医护志愿者们为社区居

民免费开展大肠癌筛查服务，为老年人带

来了方便，得到了居民的喜爱和好评。

新北街提升妇女创文参与率

扮靓美丽家园 巾帼顶起“半边天”
■ 时报记者 马兰 报道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北街

将保障市场食品安全作为落实主题教

育的重要举措，在辖区各菜市场发放食

品安全宣传单及食品安全用品，进一步

加强市场食品安全工作，确保广大居民

饮食安全，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我们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有些农贸

市场的食品经营者食品安全意识和责任

意识不强，存在作业时不佩戴口罩、手套

或者部分口罩、手套污损等现象，不仅不

利于环境卫生，也成为了流通环节食品

安全监管的难题。”新北街负责人介绍

说，街道针对这一问题，向市场内的熟食

店、食品加工店发放了食品安全用品及

宣传册。各商家也纷纷表示，将以身作

则，配合工作，把食品安全贯彻到底。

新北街负责人表示，通过食品安全

宣传和食品安全用品发放活动，向商家

宣传了食品安全观念，有效增强了辖区

菜市场的食品安全意识，促进营造良好

的安全餐饮消费环境。

新北街

发放食品安全用品
增强食品安全意识

晓镇家园社区团支部于 11 月 23

日开展了以“垃圾少一点、环境美十

分”为主题的环保影片放映讲座。活

动吸引了 50 余名未成年人及家长参

与。此次讲座为未成年人及家长播

放了环保纪录片。通过观看纪录片，

孩子们直观、清晰地感受到了塑料垃

圾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纷纷表示在

未来的生活中要减少使用塑料制品，

并且要保护周围的生活环境，爱护美

丽家园。

文/记者 马兰 图/记者 贾磊

观影学环保观影学环保
减少用塑料减少用塑料

“双安双创”宣传
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日前，新北街妇联以“创文在身边、巾帼共参与”为主题，在辖区各社区开展了多种多样
的创文志愿活动，进一步提升妇女的创文参与率、支持率、满意率，营造人人参与创文的良
好氛围。

家庭教育讲座
提升教育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