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心大闺女” 表白失独老人“520”

赵巧珍奶奶 下楼遛弯拾巨款报警送还

5 月 19 日一

早，在泰和城社

区一小区发生了

戏剧性的一幕：

一名男子想把牛

皮纸袋放进车中，可是因临时接听电话

却随手将纸袋放在地上，接完电话后随

即开车离开。一个多小时后，下楼遛弯

的赵巧珍奶奶发现纸袋后吓了一跳：其

貌不扬的纸袋里面是5捆百元大钞。赵

奶奶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最终在新区

公安局杭州道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将50

万现金如数归还失主。

5月19日早8点半，68岁的赵巧珍奶

奶在小区遛弯，行至5栋楼下时，发现靠

近小区围墙旁空着的车位上有一个牛皮

纸袋子：“袋子倒着，掉出来一捆现金，里

面也全是现金，一捆一捆的，都还没有拆

封。”赵奶奶坦言，见到这么多现金的时

候把她吓了一跳，但定下神来考虑到失主

丢了这么一大笔钱肯定着急，赵奶奶在原

地等了一会儿，也没见有人来认领。“我腿

不好，走到物业有点儿费劲。当时没带手

机，就把钱带回了家。”赵奶奶告诉记者，

当时她一个人在家，第一次捡到这么多现

金，她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后来打电话给

家人，在姑爷的提醒下报警求助。

杭州道派出所巡逻民警曹鸿峰和辅

警王阳接警后立即出警，通过调取小区

监控还原了整件事的全过程。原来，早

上一名男子手里提着牛皮纸袋下楼，就

在打开车门之际突然接听了一个电话，

便下意识地将牛皮纸袋放在了地上，打

完电话后他完全忘了牛皮袋的事，开着

车扬长而去。随即，民警开展查找工作，

最终确定了失主的身份宋某。据介绍，

宋某是某建筑公司的工程部经理，这遗

失的50万元现金是准备发放给外来务工

人员的工资。“真是多亏了赵奶奶的拾金

不昧和滨海公安的高度负责，工人们的

工资可以按时发放了。”宋某感激地说。

泰和城社区党委书记赵淑菊告诉记

者，赵奶奶因为腿脚不好做过半月板更换手

术，去年6月份刚搬进这个小区。赵奶奶平

时就是个热心人，遛弯时遇到便道上有砖

块、垃圾之类的，她都会随手捡起来丢进垃

圾桶里。“当民警告诉我钱已经归还给失主

了时，我的心也踏实了。”5月20日，赵奶奶

笑着告诉记者，这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件

小事，相信换了其他居民捡到，也会归还

给失主的。 记者 杜红梅 韩春霞

公益组织志愿者 为外来务工困难家庭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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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再迎大风降温

家门口办理社保卡
便捷服务暖了老人心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阿姨，新的社保卡

已经帮您办理完了，领取退休金的变更手续也

都弄好了，这是您的身份证和社保卡，您收好

了！”5月20日下午，海滨街双丰社区特邀邮政

储蓄银行走进社区，为辖区居民办理社保卡以

及退休金的领取银行变更业务。活动受到居

民们的欢迎，当天有30多人来办理业务。

记者了解到，本次便捷服务的开展源自

社区居民张奶奶提出的快捷办理社保卡的微

心愿。由于张奶奶年纪比较大，行动不便，社

保卡又必须要本人带身份证前往银行办理，

于是她向社区工作人员讲了自己的苦恼。双

丰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她的微心愿后立即

行动，依托组织在线平台“派单”“接单”，积极

与银行展开沟通交流，并邀请他们前来社区

为居民集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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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助力创文
开展卫生整治活动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5月20日上午，杭

州道街洪泽城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带领社区志

愿者、包保科室人员在辖区内开展了环境卫

生专项整治活动，为创文助力。

活动当天，志愿者们对辖区内的背街小巷

及小区内的卫生死角开展了卫生大普查，对发

现的问题现场整改。针对现场不能立即整改的

问题则进行了汇总，将存在问题逐一梳理，限期

整改。社区居委会负责人介绍说，在未来200天

的“创文保卫“战里，弘泽城社区会持续开展多

形式的活动，同时继续宣传疫情防控工作，提高

辖区居民的城市意识、环境意识、创卫意识和防

疫意识，形成社区创文工作强大合力。

《杭州道街道2020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出炉

创文攻坚 杭州道街六方面发力
2020年是滨海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决战决胜之年。为持续推进创建工作，

近日，杭州道街结合街道实际制定的《杭

州道街道2020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攻

坚行动实施方案》正式出炉。据悉，2020

年，杭州道街将从推动创建工作标准化、

提升创建活动质量、推动长效管理机制落

实、推动重点工作落实、推进《天津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宣传执法、提升群众创建

满意度六个方面重点发力，奋力打赢全国

文明城区夺牌之战。

对标对表 提升创建水平

“2020 年是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决胜年’，杭州道街作为滨海新区核心区

域，是新区创文工作的主阵地、主战场。

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们要以

拼搏的姿态、战斗的状态、必胜的心态，把

2020 年创文创卫各项工作统筹好、部署

好、落实好。”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杭

州道街将在对标对表创建上着力，在精细

精准创建上着力，全力提升创建水平。

《方案》中提到，街道各部门将对标

《全国文明城区测评体系》，摸清底数，建

立台账，夯实责任，推动全域、全点位、常

态化、精细化达标创建，使创建成果真正

便民利民惠民，测评成绩得到稳固提升。

重点推动背街里巷、老旧小区、集贸市场

等各类人流密集场所及周边环境卫生、交

通秩序、行业规范化管理、市民文明行为

等重点考核指标高标准、高质量落实。同

时，通过持续开展卫生环境整治专项行

动、完善硬件设施短板两个方面，提升创

建活动质量。街道将进一步加大老旧小区

基础设施改造和提升力度，保障基本民生需

求；进一步维护和完善公共服务场所残疾人

无障碍通道和无障碍卫生间设施；完善新

建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配套设施建设，

按要求营造宣传氛围，完备档案材料，做

到对标对表；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及时更

换破损的分类垃圾桶，保证盖盖套袋，清

运及时；对消防设施定期检查，确保不失

效；不断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全力以赴 打好创文决胜战

记者了解到，2020年，杭州道街将从九

个方面，推动重点工作的落实。一是拓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建立机制，搭建平

台，组建队伍，依托现有党群服务中心、综

合文化服务站（中心）、科普场所等公共服

务资源开展活动，丰富街道精神文化生

活。二是推动新版《操作手册》（2020版）

新增疫情抗击相关指标工作落实，倡导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三是提升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水平，加强学校、家庭、社会“三

结合”教育网络建设，整合各类教育资源，

高质量落实《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测评体系》指标。四是推动建材路外

来务工人员劳务市场规范化建设，彻底解

决外来务工人员劳务市场非法、无序、驱赶

式治理问题。五是开展“打通生命通道”集

中治理行动，解决居民小区和人流密集场

所及周边乱堆、乱放、乱停车，堵塞防火通

道问题。六是深化“学雷锋志愿服务日”

“文明交通劝导”等区级志愿服务品牌活动

行动。七是积极参与文明单位、文明社区、

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开展优秀志愿者和

志愿服务组织、项目、社区评选活动，选树

一批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八是开展

“最美家庭、新时代好少年、星级文明户、滨

海好人”等创建评选活动，开展道德模范故

事宣讲、好家风好家教巡讲，充分发挥模范

的表率作用，带动居民文明素质提升。九

是继续推进社区活动阵地向群众免费开

放，拓展社区未成年人活动阵地功能。

“作为新区创文工作的主阵地、主战

场，我们将全力以赴，下足‘笨功夫’，同时

积极协调职能部门，合力打好创文决胜战，

以优异的成绩向区委、区政府交上一份满

意的答卷。”街道负责人说。 记者 韩春霞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真是太感谢了！”

日前，治国里小区居民李先生为小区卡口值勤

人员、滨海新区博物馆下沉干部张金亮，送上

了一面锦旗，同时连连致谢。

原来，前几天李先生不小心将自己的手包

落在了小区卡口值勤点。张金亮在卡口值勤

时，突然看见登记桌上放着一个男式卡包。张

金亮猜测里面可能有贵重物品，便将卡包存放

好，等待失主前来认领。终于等到快下班时，

一位小区居民来到了卡口询问卡包。通过仔

细询问证实了对方的身份后，张金亮将卡包递

给了李先生。因为卡包里有证件及银行卡等

贵重物品，李先生将一面印有“抗疫先锋无畏

无惧、拾金不昧品德高尚”字样的锦旗送到张

金亮的手中，以表示自己的谢意。

下沉干部拾金不昧
居民送锦旗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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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预报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为更好地保护

水资源，提高居民节水护水意识，安顺道社

区在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大力倡导社

区居民践行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

记者了解到，安顺道社区工作人员于

近日在线上依托“组织在线”公益e+平台

发布节约用水宣传活动详情，线下在汇泰

园小区防疫值勤卡口和“六小”便民商业网

点开展了节约水资源宣传教育活动。活动

中，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通过发放

节水倡议书和宣传资料的形式负责人介绍

了我国水资源现状、节水的重要性，并且耐

心地讲解了平时生活中节约用水的小窍

门，呼吁广大居民从我做起，节约用水。

线上线下齐发力
宣传节约用水

日前，在杭州道街治国里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内，气氛热烈而严谨，4位

小区居民代表就2021年申报的小区改

造项目正在进行探讨。议事会上，社

区党委认真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和想

法，以及他们对未来施工细节上的建

议，最后，根据代表们的建议，进一步

完善了小区改造的申报项目方案。治

国里社区党委在涉及到全体居民利益

的重大决策面前，依托社区居民代表

大会、社区协商议事会等民主制度，真

正实现了居民的事情由居民自己办。

文/记者 韩春霞 图/记者 何沛霖

重点推动背街里巷、老旧小区、集贸市场等各类人流密集场所及周边环境卫
生、交通秩序、行业规范化管理、市民文明行为等重点考核指标高标准、高质量落
实；通过持续开展卫生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完善硬件设施短板两个方面；进一步加
大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和提升；进一步维护和完善公共服务场所残疾人无障碍
通道和无障碍卫生间设施；完善新建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配套设施建设；推动垃
圾分类工作，及时更换破损的分类垃圾桶，保证盖盖套袋，清运及时。

居民代表协商议事
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时报讯（记者 张智）昨日，新区天气晴

好，随着冷空气“偃旗息鼓”，风力减弱，晴暖

干燥的天气回归。据滨海新区气象台预报，

今天雷阵雨、大风来扰，气温小幅下滑，预计

最高气温 24℃，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防风防

雨的准备。周五晴好天气短暂回归，气温再

度回升，预计最高气温27℃；周末两天由阴转

晴，周六风力较大，气温先降后升。周六最高

气温22℃，周日最高气温27℃。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 通讯员 张月 张
泽）5月20日01时50分许，一辆现代牌小型客

车沿汉蔡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滨海总医院门前

路段时，突然自燃起火。正在该路段巡查的

民警发现险情后，立即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民警到场后，发现轿车引擎盖正在燃烧，

于是迅速将驾驶人王某带离事故现场。民警

一边加强道路交通指挥，一边联系消防部门

进行灭火。随后，调来拖车，将自燃车辆拖离

现场，并对现场进行清理，恢复了道路交通。

因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小客车路上自燃
交警紧急救助

护航复课开学
社工在行动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为迎接辖区首批返

校学生，杭州道街贵阳里社区提前制定应急方

案，协助辖区内向阳三小的老师，全力护航复

课开学。5月18日早7点，社区工作人员来到

学校门口，与老师在校门内外形成联合力量，

指导学生分流通行入校。他们还积极配合交

警，帮忙维护学校周边的交通秩序。在各方力

量的守护下，开学首日，向阳三小门口秩序井

然，全校13个班级575名学生顺利返校。

时报讯（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在

5 月 20 日这个充满爱的日子里，一辆

中国邮政运输车满载着爱心物资从滨

海新区新村街道发往甘肃省甘南藏族

自治州合作市通钦街道，那里的孩子

们将在“六一”儿童节前收到这份特殊

的“礼物”。

为助力脱贫，滨海新区新村街道团

工委、滨海新区新村街道妇联利用社区

红色网格平台号召大家为远在甘南藏

族自治州的小朋友捐赠文体用品，得到

了辖区青少年与家长们的积极响应。

短短一天时间，就募集到图书 2000 余

册、文具 1000 余件。新村街道团员青

年们抓紧时间对物品进行打包，并在包

裹外侧写上对甘南藏族自治州通钦街

道小朋友的寄语，装饰充满童心的绘

画，为这份“礼物”插上了翅膀。

在装箱的过程中，一封写给通钦街

道小朋友的信件吸引了团员青年们的

注意，写信人是来自浙江路小学三年五

班的双胞胎姐妹惠恩笳、惠恩笛。信中

提到她们送出了自己准备的学习文具

与跳绳，还诚挚邀请通钦街道的小朋友

来自己的家乡滨海新区旅游，“我来给

你们当向导，带你们去网红图书馆看

书，去美丽的东疆港看大海，到我们的

学校好好参观”。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滨海

新区分公司也通过红网格的任务发布得

知了本次活动，尽管收件地区偏远，但仍

主动提出以爱心折扣价格运送近500公

斤的物资，协助团员青年统一装箱打包，

充分展现了国企的担当与使命。

滨海大爱 洒满表白日
5月20日，谐音“我爱你”，现在逐

渐成为一个适合表白并充满爱的日
子。这一天，也许发生了很多浪漫的
爱情故事，不过在新区，却上演了一
幕幕触动人心的大爱。

“谢谢你们，

每年都不忘来看

我们。”5 月 20 日

上午，海滨街华

幸社区居民李桂

荣握着社区工作人员的手激动地说。而

工作人员们回复道：“520，我爱您。”

昨天一大早，海滨街华幸社区“知心

大闺女”小团体就集体出动，走访慰问辖

区失独家庭，为社区失独老人王保银、李

桂荣送去爱和问候。

记者了解到，“知心大闺女”团队是

专门以老年服务工作为主的暖心平台，

其初衷是为方便社区老人，帮助老人们

及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社区制作了

“知心大闺女”联络卡，发给社区老年人，

志愿者们24小时随时接待老年人的电话

来访。社区还成立了“知心大闺女”工作

室，在每周一、三、五，分别设置情感在

线、老年讲堂、迷你老年大学三项专项服

务，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一个交流情感、发

挥余热、感受温暖的平台。近期，社区又

依托“组织在线”平台，进一步拓展“知心

大闺女”平台的服务内容。无论是老人们

的及时需求，还是特殊群体的定期关怀，

只要在平台上发起任务，志愿者们都会纷

纷响应，为老人们带来更多的爱和关怀。

在“520”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知心大

闺女”为社区失独家庭王保银家庭送上米

面油等慰问品，并帮忙检查了家里的电

器、电路安全，同时还做了一次室内卫生

大清洁。“我们都是失独老人的‘知心大闺

女’，我们带着满满的爱，将真心体会‘夕

阳’背后的落寞与哀伤，用温暖的心，把夕

阳的色彩晕染得更美。”华幸社区工作

人员说。 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太感谢你

们了，我们一家

人 都 感 觉 很 温

暖！”5月20日下

午，在海滨街广

场社区辖区内的矿建平房区一户外来务

工困难家庭中，刘素敏老人激动地向志

愿者们表示感谢。

记者了解到，由于特殊原因，儿子、儿

媳已不在人世，今年52岁的刘大妈与老伴

常年抚养着一对龙凤胎孙子、孙女。然

而，两位老人因年事已高，一直没有正式

的工作，仅靠打零工收废品维持一家人的

生计。因此，广场社区将这户家庭作为长

期帮助服务对象，通过“组织在线”定期发

布任务，将助困服务长期化常态化。

5月20日上午，广场社区在平台发布

了帮扶龙凤胎家庭的任务，海滨街最大的

公益组织“求是义工联合会”第一时间抢

先接单，并迅速组成由5名志愿者参加的

帮扶小组，给两个孩子准备了书籍、文具、

水果、小食品以及米面油蛋等生活用品。

当天下午，求是义工联合会的帮扶小组与

居委会工作人员一起来到矿建平房，将慰

问品送到龙凤胎孩子的家中。看到有新

的文具，还有水果、零食，两个孩子的脸上

都绽放出花一般的笑容。其中两位大学

生志愿者还与两位小朋友亲切互动，传授

更快更好的学习方法，这也让两个孩子兴

奋不已。 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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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在包裹外写满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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