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倔老头”认领任务不停歇

最近，海滨街西苑社区党建红网

格里异常忙碌，一个个便民利民的任

务单在网格内的“线上超市”上被党员

和志愿者们一一“秒杀”。今年 77 岁

的胡家斗是海滨街西苑社区的党支部

书记，也是一名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

党员。平时社区的志愿服务活动他总

是第一个报名参与，自西苑社区红色

网格开始“线上超市”下单任务后，他

更是不甘落后，主动认领了门岗值勤

任务单，每天不到8点，就早早来到岗

位，劝导居民戴口罩、检查“健康码”，

一丝不苟。圆满完成上午的任务后，

下午的值勤任务单，他则会接着认领。

因为胡大爷年龄大，还有高血压旧

疾，所以每天社区工作人员都得苦口婆

心地劝他歇会儿再干。他总是说：“你

们放心吧，我保证圆满完成任务！”任凭

大伙儿怎么劝，他都要留下来坚守。为

此，大家都热情地称呼他是“劝不退的

倔老头”。 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团长”带队“秒杀”任务

今年 67 岁的刘学明是西苑社区

另一位党支部书记，他不但自己在红

色网格里认领任务，还带着党员和志

愿者们组团认领任务，大伙儿都称呼

他为“团长”。因为疫情防控需要，社

区下达了小区巡逻防控任务单，刘学

明第一个报名认领。

刘学明平时就是个热心肠，而且

在社区里有一定的威信，认领任务后，

他对支部党员和志愿者们说：“咱们成

立一支疫情防控巡逻队，大家组团认

领巡逻任务，这样咱们的力量就更壮

大了。”他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响应，仅

半天时间，就有20多位志愿者报名参

加，队员们都拥护他当“团长”。而刘

学明也主动担当起这个艰巨的任

务，给大家排班、带大家巡逻，每天

的工作排得满满的。没过几天，大

家都注意到，他给所有巡逻队员都安

排一天轮休，但休息人员名单里却唯

独没有他。 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八旬党员“腾云”领任务

7 日，年近八旬的老党员彭德武

来到新村街道拥军里社区要求参与到

“云度智慧党建”中来认领任务，为社

区出一份力。

尽管他对这个新鲜事物还有些陌

生，但在社区书记杨红耐心的讲解下，

彭德武最终成功认领了自己力所能及

的“任务”。当前疫情防控仍是头等大

事，社区坚持基层防疫不松劲，通过

“红色网格”建设为防疫一线注入了新

鲜活力。

据了解，目前，拥军里社区以小区

为单位分别成立了花园里、美晨家园、

正德里、正康里、远洋里、拥政里六个红

色网格，录入党员及志愿者258名。疫

情防控期间，社区通过微信群、打电话、

现场指导等方式让红色网格里能来社

区参加志愿服务的党员关注“云度智慧

党建”，目前已有百余名党员志愿者认

领任务。他们的加入，为防疫一线注入

新鲜活力。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老党员筑就“流动防线”

连日来，在寨上街东风里社区的大

街小巷随处可见一群戴着口罩、穿着红

马甲、戴着红袖标的身影，这是东风里

社区的几位社区党支部书记。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寨上街道东风里社区工作人员将繁重

的防控任务扛在肩头。在看到社区工

作人员舍小家为大家，忙于疫情防控工

作后，几位党支部书记主动要求承担起

社区巡逻工作。他们平均年龄70岁，平

日里积极配合社区党委开展工作，在疫

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也挺身而出，以一颗

无私奉献的爱心，筑成一道社区防线。

“快进屋把雨衣穿上，雨大了，别

浇湿了。我们替你们盯会儿。”孙树

林、屈景友和李焕金都是东风北里小

区巡逻队的成员。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他们一直坚持在社区巡逻，同时

还承担起支援卡口值勤的工作，无论

风霜雨雪，从不缺席。

“这个围挡铁丝折了，快拿点新的

来，我赶紧给绑上。”东风南里和牌坊东

里小区的巡逻队在巡视小区围栏时，发

现围栏损坏，立刻动手修复，以保证社

区的封闭式管理。这个巡逻队由李宝

胜、唐广芝、张惠兰组成，是小区里的一

道“流动防线”。 记者 刘芸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谢谢你，感谢有

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说谢谢你……”近日，随

着暖心动听的歌声，三位小萌娃在社区门口翩

翩起舞，为社区志愿者们加油鼓劲，向志愿者

们表达敬意与谢意。孩子们暖心的表演感动

现场志愿者的同时，还被一位志愿者记录下

来，转发到同事群里，温暖了更多志愿者。

塘沽十一中老师古悦就是其中一位志愿

者。当她看到视频后，在感动的同时，得知三位

萌娃是来自塘沽工农村小学的学生，为此她专

门找到了学校的老师，对老师的用心培养表示

感谢。直到这时，塘沽工农村小学的老师们才

知道了三位萌娃自发感谢志愿者的暖心举动。

记者通过老师了解到，画面中的三位小学

生分别是塘沽工农村小学一年二班的李梓瑄

和五年五班的康语成、李睿萱同学。随后，记

者与三位同学取得了联系。康语成告诉记者，

她们三个人是居住在迎宾园社区的小伙伴。

疫情发生后，她们看到社区志愿者每天都在门

口站岗非常辛苦，于是就想到学校曾经录制的

手语舞蹈《听我说谢谢》，决定把这个舞蹈跳给

志愿者们，帮他们放松心情，为他们加油鼓劲。

暖心萌娃助抗疫
跳舞感谢志愿者

记者记者 贾磊贾磊 摄摄

感动瞬间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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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了一些人故

意在电梯间等公共区域吐口水的问题，疫情虽

逐渐好转，但这类问题仍需引起人们的关注，

那么故意在电梯间吐口水的行为又该受到怎

样的处罚呢？

案例：蒋某用唾液将防疫用的一次性纸巾

弄脏并涂抹电梯按键，后当地公安机关接到举

报，经调查发现蒋某事发时为醉酒状态，且不

是新冠肺炎患者或疑似病例。蒋某被当地公

安机关处以治安拘留10日。

天津市滨海新区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解
释：电梯空间密闭狭小，是传播病毒的高风险

区域，对于已经确诊的或者明知自己是新型冠

状病原携带者仍在电梯等公共场所吐口水，应

当认识到其行为将会导致病毒扩散传播，对不

特定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造成危害。无论其

是基于发泄情绪，还是借故生非等动机，均表

明其主观上具有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故意。

故意传播病原体，构成犯罪的，视情形分别依

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

一款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处罚。对于尚未构成犯罪，但极易引起社会恐

慌的，属于恶意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公安机

关应当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理。

法治同行战疫
疫情防控法律知识（三十六）

时报讯（记者 张智）本周，新区气温将呈

现“V”形走势。在经历了暖意融融的假期后，

9日，新区气温会骤降，最高气温仅为10℃，并

伴有小雨天气，建议大家及时增加衣物。

8 日，新区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气温继

续走低。不仅如此，夜间还将有小雨光临。目

前来看，中、南部将于后半夜率先迎小雨天气，

北部稍晚。9日，随着冷空气全面影响，将出

现“俯冲”式降温，最高气温骤跌至10℃，同时

白天小雨继续飘落。

不过冷空气来去匆匆，10日开始，气温又

将快速回升，并在周末重回18℃左右。

服务信息战疫
新区开启阴雨模式
将现“俯冲”式降温

外防输入战疫
确保进境旅客采集样本移送万无一失

开好样本转运的“地面航班”
■ 时报记者 赵贤钰 摄影报道

每天凌晨 4:00，王建军驾驶着专用

120 样本转运车从位于新区新港二号路

的天津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出发，他要

比当天最早一班入境落地的国际航班更

早到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为新冠肺炎口

岸防疫的进境旅客采集样本的转运做好

准备工作。

54岁的王建军有着35年驾龄，做口

岸卫生检疫样本转运车的驾驶员也有 7

年了。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60 多

天的时间里，他奋战在战“疫”一线，迎接

新的挑战，收获新的工作体验。

为了疫情防控期间样本转运工作顺

畅、安全，样本转运车驾驶员都经过了专

门的工作培训，保健中心也对转运程序、

驾驶员个人防护、安全驾驶等方面提出了

严格要求，并制定了周密细致的转运车辆

运行计划，骤然增加的工作量也考验着

“王建军”们。

“最多时，每天有5架入境航班，每个

航班需要两辆专用车保障样本转移工作，

还要有两辆车在机场待命备用。一天下

来，我和同事们加在一起要在机场和保健

中心之间跑10几个来回，一个来回就是

100公里。”从大年三十开始，王建军和他

的同事们一直坚守着，一天工作十几个小

时已是家常便饭，有时出车是凌晨，收车

也是凌晨。

除了付出辛苦，更要细致。在机场，现

场采样人员将样本移送箱送上车，王建军

要进行必要的辅助；车到保健中心，王建军

要和实验室检测人员严格按程序做好样本

移送箱的交接，全过程确保万无一失。

王建军在机场等候检测样本的时候

就窝在车里睡一下，有时候顾不上吃饭也

要睡一下，为的是休息充足，才能保障安

全驾驶。从大年三十参加机场疫情检测

样本转运开始，这60多天来，王建军除了

守在单位，有时间回家也自我隔离居住，

一是工作要求随时待命，家里的事顾不

上，二是虽然防护到位，但接触检测样本

也有一定风险，为了他人和家人的健康安

全，他选择独自面对。

样本安全关乎公共卫生安全。样本转

运车是口岸现场样本采集和海关实验室检

测的物理桥梁，是整个口岸疫情防控闭环

的重要环节。“开样品转运车和天上的客机

航班要求是一样的，既要安全，更要及时，

我们一定要担起岗位的职责，保证样本第

一时间安全运送到中心。”王建军说。

众志成城战疫

社区发布“线上”任务 退休老党员踊跃认领

老骥伏枥“腾云”抗疫
早已是含饴弄孙享清福的年

纪，他们却毅然挺身而出，为社区
防控工作倾尽全力，在社区战

“疫”的一线，用自己的坚守与付
出书写“新”故事，注入“新”力量。

54 岁的王建军有着
35年驾龄，做口岸卫生检
疫样本转运车的驾驶员也
已7年。自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至今，他始终奋战在
抗疫一线，安全、及时地将
机场进境旅客采集样本运
送到天津国际旅行卫生保
健中心。

健康讲堂
——老人“春困”提防几种病①

“春困，秋乏，夏打盹”，如今这个时

节，不少老人进入春困期，加上疫情防控

期间出门活动减少，更是瞌睡连连。然

而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一项新研究提

醒，老人白天嗜睡不是什么好事，会增加

糖尿病、癌症以及高血压等疾病的风

险。老人白天为何会嗜睡？以下是几种

常见原因。

一、生活孤独单调

空巢和独居老人生活孤独单调，日常

生活能力降低，再加上一些躯体疾病，往

往不爱活动，易出现嗜睡。建议这类老人

打起精神，白天多出门走走，找老友聊聊

天，一起进行休闲活动，消除寂寞的同时

有助于减少困意。

二、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

该病可引起严重低氧血症及睡眠紊

乱，最主要的临床症状是夜间患者鼾声响

亮而不规律，时断时续，声音忽高忽低；白

天不分时间、地点嗜睡。有该病症的老人

要及时就医，监测睡眠，采取干预措施，注

意控制体重。

三、贫血

由于造血功能下降等原因，老人易出

现贫血，疲乏、困倦是最常见的症状，还可

能伴有头晕、头痛、耳鸣、眼花等。老人多

是缺铁性贫血，饮食上需多选择含铁量高

的食物，如牛肉、黑木耳、海带等。若没有

医生指导，不要盲目服用补铁剂。

四、老年糖尿病

其起病隐匿，易漏诊，仅有一些非特

异性症状，如乏力、视力模糊、外阴瘙痒

等；出现低血糖时，表现为思维迟钝、嗜

睡、视物不清、步态不稳等。因此，老人应

定期检测血糖，如确诊糖尿病需谨慎控

制，听从医嘱进行饮食，配合适量运动，才

能从根本上调节嗜睡状态。

五、甲状腺功能减退

老年甲减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合成和

分泌减少或组织利用不足，导致全身代

谢减退的疾病。老年甲减通常起病隐

袭，进展缓慢，症状不典型，老人可能出

现反应迟钝、兴趣减退、白天嗜睡、肢体

肿胀等情况。甲减的诊断依靠甲状腺功

能检查即可完成，确诊的老人要积极配合

医生治疗。 滨海新区疾控中心

胡家斗在社区值勤胡家斗在社区值勤

刘学明坚守社区防疫一线刘学明坚守社区防疫一线

彭德武学习在彭德武学习在““云云””上领任务上领任务

孙树林孙树林（（左左）、）、屈景友屈景友（（中中））冒雨巡逻冒雨巡逻

王建军转运进境旅客采集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