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新港街道近开里社区开展

“把爱带回家”2021寒假儿童关爱服务

“四送活动”，将家风故事、家教服务、法

治安全知识、社会关爱送进社区，送进

千家万户。

活动通过播放主题动画片的形式

指导家长引导孩子从小培养好思想、好

品德、好习惯，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

的心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

庭中落实。在关注儿童身心健康的同

时，社区还开展安全教育宣讲，结合生

活中的真实案例，传授儿童应当具备的

自我防范能力，如知晓面对意外伤害时

如何自我保护、如何正确报警求助。

来自天津塘沽燃气有限公司的工

作人员还为小朋友和家长们普及燃气

安全知识，生动的讲解、令人警醒的事

故案例，为大家敲响了关注用气安全的

警钟，进一步提高了科学用气、正确防

护能力。邓娟 通讯员 孙凯 摄影报道

关爱儿童 把爱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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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街道全体干部不打“年盹”

主动上门服务企业发展
时报讯（记者 张智） 2月18日是节后上

班第一天，新村街道不打“年盹”，立即投入到

紧张有序的工作中。

为加快推进辖区重点项目建设，更好地服

务企业发展，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唐丽丽、人大工

委副主任林子胤带队深入重点企业和项目现场

开展服务。唐丽丽首先带队来到美居酒店项目

现场实地考察，认真听取企业经营情况，询问企

业所需的支持和帮助。随后来到天津市卓奇教

育管理有限公司，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配套建设进度以及当前遇到的问题，并对企业

提出的土地使用问题进行现场解答。

服务项目积蓄动能，助力企业积攒后劲。新村

街道全体干部以“马上办、上门办”的服务意识，以

一刻也不耽误和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保证滨海

新区高质量发展新思路新举措在街道落地生根。

太平镇大道口村发放春节福利

村民喜领节日“大礼包”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 通讯员 刘震）春节

前夕，太平镇大道口村向村民发放节日福利。

大道口村坚持以爱心奉献促和谐发展、以

敬老孝亲促乡风文明。今年春节，该村联合梦

得集团为全村639位60岁以上老人每人发放

一袋米、两桶油；为全村1047户村民每户发放

一袋米、两桶油、一盒香油以及一箱纯牛奶。

发放福利当天，村委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早

就忙碌起来，确保福利发放准确无误，做到一

户不少、一个不落。

太平镇深化双村结对共建工作

走访慰问温暖困难家庭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 通讯员 王莉）为进

一步深化双村结对共建工作，近日，太平镇大

道口村党总支书记和天津梦得集团主要负责

人在后十里河村“两委”成员的陪同下，走访慰

问困难家庭并送去新春祝福。

慰问中，慰问组询问困难家庭生活情况，

并为他们送上慰问品。走访至周秀娥家中，众

人向她报喜。在全国妇联召开的第十二届全

国五好家庭暨家庭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

彰和 2020 年全国最美家庭揭晓电视电话会

上，周秀娥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

此次走访慰问活动，旨在增进双村党组织

和企业的融合与共同缔造，进一步强化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作用。

坑洼的道路铺平了、堵塞的污水管道

疏通了、空中“蜘蛛网线”不见了……近年

来，新村街道福星里社区的变化之大令人

感叹。

福星里社区地处滨海新区核心区繁

华地带，辖区清一色都是老旧小区，曾经

无专业化物业，院内道路坑洼不平，下水

道经常堵塞，路灯不时“罢工”，“脏乱差”

影响居民幸福感。自滨海新区在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工作中提出“共同缔造”理念，

福星里社区在新村街道办事处组织下，坚

持以党建为引领，以“不忘初心 一切服务

群众”为核心开展社区工作，切实带动社

区居民以及各方力量参与到社区建设中

来，使老楼院面貌焕然一新。

党员当先锋 共建美好家园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员不仅

仅是一个称号，更是一种责任的象征。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中，福星里

社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了

一股团结向上的“红色力量”。

70岁的老党员王富荣就是其中的代

表。她作为志愿者加入到社区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的队伍中，与社区工作人员同上

班、同下班、同劳动。每天在小区里坚持

捡垃圾、开展文明宣传、进行小区治安巡

逻，同时收集听取群众意见，及时向居委

会反馈，促进问题尽快解决。遇到对创建

全国文明城区工作不理解、不支持的居

民，她总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通过耐心

劝导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我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发挥余热，觉得很开心。”她总

是说。

在先锋模范的带领下，很多在职党员

和群众都自觉行动起来，为社区建设添

砖加瓦。卫生清整、文明劝导、防疫值

守……他们用实际行动共建美好家园。

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

新村街道辖区多为老旧小区，普遍面

临着基础设施缺失、陈旧等问题。福星里

社区积极整合辖区共驻共建资源，调动多

方力量，瞄准问题短板，满足百姓需求。

为增强居民更好参与社区共治共建

的意识，社区引导党员、楼门院长、志愿者

组建“文明守门员”队伍，鼓励他们认领自

己所在的楼门，平日里积极巡查楼门楼道

堆物、乱贴小广告、防盗门损坏及小区环

境卫生差等问题，既延伸了社区治理的触

角，又实现了监督管理工作的常态化。

同时，福星里社区强化与相关单位共

建，共同治理社区周边环境。针对机动车

停车难、停车乱、堵塞防火通道，非机动车

乱停乱放等问题，社区联合街道综合执法

大队、交警大队，统筹社区内外停车资源，

明确停车区、施划停车位，通过协调学校

大街菜市场改造菜市场北侧停车场，规范

了社区周边停车秩序。

福星里社区还与区级机关深入开展

共建活动，区委组织部组织联通、电信、移

动等通信公司对福星里社区的凌乱电线

进行整治，重新布设规整线路，彻底清除

困扰居民的空中“蜘蛛网线”。

群众有需求 社区有服务

楼道灯不亮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实

际上却是关系到民生保障的大问题。在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中，福星里社区广

泛开展“社区楼门亮化”评议活动，摸排社

区居民楼门照明缺失情况，听取群众意

见，发动居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改造照

明设施。截至目前共安装电表59块，安

装声控节能灯泡429个。

“那么多年都是摸黑走路，现在装上

楼道灯真是件大好事、大实事。”居民齐大

娘说，“楼门亮化”不但提升了人居环境、

照亮了楼道夜色，更照亮了回家的“最后

一小步”，居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提升了

“一大步”。

“楼门亮化”只是一个缩影。福星里

社区坚持以社区党建为引领、以人民群

众需求为导向，通过共驻共建、互联互

动，打通党组织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不断提升群众在社区生活中的获得感、

幸福感。 记者 张智

云联欢 年味儿“鲜”体验
胡家园街道宇康园社区玲玲舞蹈队

的队员们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每到过

年过节都会到各社区为居民演出。今年

春节期间，本以为所有演出都取消了，没

想到“云联欢”的方式让玲玲舞蹈队有机

会把自己排练的作品展示给大家，这让她

们无比高兴。

“我们通过网络为大家展示我们的

舞蹈，希望大家看得高兴，也希望给大

家带来欢乐。”玲玲舞蹈队队长王秀玲

高兴地说。

云直播 居民自己当主播
与此同时，胡家园街道远洋滨瑞社区

的活动室里，党支部书记常悦从父亲那里

借来了直播设备，正通过抖音视频直播的

方式，与社区居民共享文化盛宴。随着社

区文艺团体、文艺爱好者带来的歌曲、舞

蹈、乐器演奏等精彩节目陆续上演，直播

间里的气氛也越发高涨，鲜花掌声一波接

着一波，赞美、祝福、幽默、欢乐的弹幕让

人应接不暇。

据了解，整场演出有将近20个节目，

所有演出人员都是按规定时间分批次来

到现场表演，既保留了传统的春节联欢，

也避免了人员聚集带来的风险。

云票房 京剧票友饱耳福
每年春节，胡家园街道中心庄村的广

聚票房都会举办盛大的京剧演唱会，为广

大京剧爱好者呈现精彩演出。今年，为避

免人员聚集，京剧演唱会取消，但广聚票

房同样采取“线上联欢”的方式，让大家通

过手机屏幕一饱耳福。

疫情改变了社区生活，也带来了社区

互动交流的新方式。“云联欢”打破了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让居民群众都能够参与

其中。很多居民表示，“线上联欢”节目

依然精彩纷呈，年味儿并不比过去少，反

而十分新颖。这种方式为生活增添了许

多欢乐。 记者 刘静 报道 刘鹏 摄影

老党员志愿者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带动更多在职党员和群众自
觉行动，为社区建设添砖加瓦

组建“文明守门员”队伍，增强
居民参与社区共治共建意识

整合辖区共驻共建资源，调动
多方力量，瞄准问题短板，满足
百姓需求

广泛开展“社区楼门亮化”评议
活动，截至目前共安装电表59
块，安装声控节能灯泡429个

▲
▲

▲

共同缔造：老旧小区治理居民“唱主角”

胡家园街道举办丰富多彩的线上文化活动迎新春

“云联欢”让居民乐享平安年
春节期间，胡家园街道远洋滨瑞社区、宇康园社区、中心庄村广聚票房纷纷组织开展“线上

联欢”活动，通过录制视频、直播、互动等方式，让居民足不出户即可参与、体验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感受浓浓年味儿。

新港街道

假日安全检查 确保辖区稳定
春节期间，新港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带

领街道安监中队、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分

别来到辖区餐馆、商场、菜市场等人员密集场

所开展安全检查。

其间，重点针对疫情防控、消防安全、用电

安全，特别是灭火器配备、月检记录等情况进

行现场查看，就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

见，并督促企业限时整改。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节期间一定要做

到疫情防控到位，注意消防和用电安全，做到人

离灯灭、场空电断，同时叮嘱安监中队和执法大

队工作人员加强监管，做好日常巡查，确保辖区

节日期间安全稳定。 邓娟 通讯员 孙凯

三百吨社区

线上文艺演出 致敬社区工作者
日前，新港街道三百吨社区组织文化志愿

者，为社区居民举办“疫情防控 共暖新春”线

上文艺演出。

志愿者自创的诗朗诵《疫情中的社工》，致

敬奋战在一线的社区工作者；滨海幼儿园小朋

友们表演的《魔力篮球》，展现了小朋友们的童

真、活力与希望。活动中，书法志愿者李老师

还结合社区特色主题活动，现场挥毫泼墨，把

代表着“幸福”“福气”和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福”字，送给在疫情防控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老党员和社区志愿者。此次活动让社区居民

切实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营造了和谐

向上的社区文化氛围。 邓娟 通讯员 孙凯

海港社区

举办防骗讲座 抵制非法集资
日前，海港社区组织辖区居民开展以“谨

防网络电信诈骗 远离非法金融集资”为主题

的讲座。

跃进路派出所民警应邀来到社区活动室，

以预防通讯网络诈骗为主题，从诈骗的概念、常

见形式、如何识别和防范补救措施四个方面为

辖区居民上了一堂精彩的防骗课。通过大量的

现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虚构中奖、征婚交

友、网络兼职刷单等诈骗手法和作案特点，提醒

广大居民在面对形形色色的骗术时保持头脑

清醒，不要贪图小利。此次讲座不仅丰富了

社区居民的防诈骗知识，也有效提高了居民对

非法集资犯罪的警觉性。 邓娟 通讯员 孙凯

把居民当自家人

34岁的史玉新扎根社区工作9年，从

一个对社区工作了解不多的小姑娘，变成

了社区独当一面的带头人，群众对她的工

作交口称赞。她用热心、真心、诚心服务

辖区居民。面对社区高龄、独居、孤寡老

人多的实际情况，她除了定期拜访看望，

还制定详细的关爱方案，明确分类帮扶措

施，解除老人们生活中的后顾之忧。

70多岁的王奶奶是新尚里小区的老居

民，她说，是史玉新让她学会了使用智能手

机。“现在眼睛花了，看不见手机上的小字，

记性也不好，‘大新’手把手教我们如何操

作，不厌其烦，非常有耐心。”针对智能时代

老人遭遇出行和生活难题，史玉新提出在社

区开设“智能手机课堂”，并自制课件帮助老

人们掌握微信、支付宝等APP使用技能。

说起史玉新，社区居民不仅觉得她是

大家的贴心人，更是如“家人”般的存在，

大家都亲切地喊她“大新”。而作为新尚

里社区党委副书记，她更是把居民的事当

作自己的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网格

600多户居民中，她每户都能当面叫出至

少一人的名字，很多居民都成为她的微信

好友。“只有把居民当自家人，才能真正成

为居民的贴心人。”史玉新时常这么说。

工作上的“拼命三郎”

在工作上，史玉新是“拼命三郎”。在

去年疫情形势最严峻时期，她不畏寒暑，加

班加点，冲锋在社区疫情防控一线。在雪

中值守时，史玉新不小心摔裂了尾骨，但她

依然带伤工作，“社区疫情防控人员紧缺，

这时候我可不能掉链子。”同事李秀玲回忆

道：“‘大新’摔伤后，尾骨疼得坐不下，我们

都劝她赶快回家养伤，她却咬牙坚持，最后

还是社区党委书记强制要求她去的医院。”

“在家养伤的那段时间里，她也没有

放下工作，主动要求‘居家办公’，承担疫

情防控相关数据统计、报送表格、下达信

息等任务，还通过微信群等将疫情防控知

识送达千家万户。”新尚里社区党委书记

王贺新不禁红了眼眶，“现在‘大新’病倒

了，感觉我手里缺了根‘拐杖’。每年这时

候，她正忙着对春节慰问走访对象困难状

况进行评估，因为她最熟悉社区居民，是

我们这儿的‘活电脑’，很多工作我还没来

得及布置下去，她已经抢着在做了。”

史玉新总是说：“社区工作虽然很忙、很

累，但能让社区‘大家庭’的‘家里人’有归属

感、幸福感，我也就有了满满的成就感。”

爱心汇聚 大爱传递

这个冬天虽然有点冷，新港街道却带

来一股暖流。得知史玉新的情况后，新港

街道机关工会发出爱心捐款倡议，得到了

街道全体干部职工的积极响应，大家慷慨

解囊，纷纷献出爱心，希望帮助突患重病

的史玉新渡过难关。

为缓解史玉新一家的燃眉之急，新港

街道为救治史玉新垫付各类费用7.5万余

元。与此同时，滨海新区红十字会、慈善

协会及社会公益组织也纷纷解囊相助，截

至目前已募集各类救助和爱心善款共计

96020元。

带着新港街道全体干部职工的深情厚

谊，街道工委书记丁全海带领社区相关工作

人员赶赴泰达医院探望慰问史玉新及其家

属，将慈善救助款送到史玉新的家属手中。

史玉新的病情也牵动着居民的心。

“‘大新’平时总是惦记着我们老两口，社

区里谁家有困难，她总能随叫随到。”吴师

傅将 200 元捐款放在了社区工作人员手

中。吴师傅是新尚里小区居民，由于老伴

身体不好，经常住院。“大新”得知这一情

况后始终惦念，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

实际困难。

“像吴师傅这样为‘大新’捐款的居民

还有很多，几乎每天都有居民来询问‘大

新’的病情，大家都很关心她。”王贺新说，

她希望继续将这份大爱传递下去，并对爱

心人士的捐赠表示感谢。

病魔无情，人间有爱。一场爱心接力

正在新港街道新尚里社区进行。相信在

大家的关爱鼓励下，史玉新一定能够战胜

病魔，重返工作岗位。

邓娟 通讯员 皮晓菲 摄影报道

社区“铁娘子”群众“贴心人”
——记新港街道新尚里社区党委副书记史玉新

在新港街道新尚里社区有一位百姓的“贴心人”，一提起她，居民们就有说不完
的故事。从事社区工作9年来，她用无私奉献服务社区，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
凡的成绩，她就是新尚里社区党委副书记史玉新。

2021年1月18日，史玉新在工作岗位上突发脑干出血，生命垂危，治疗费用让
原本就不太富裕的家庭陷入了困境。史玉新入院以来，病情牵动着新港街道干部职
工、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的心，大家纷纷伸出友爱之手，用爱传递生命的热度。

史玉新史玉新（（右右））为老人解决实际问题为老人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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