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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马兰）为营造“文明祭祀、绿

色清明、平安清明”的良好氛围，近期，杭州道街

办事处、各社区、综合执法大队联合杭州道派出

所、市场监管所等多部门一同前往辖区各主干

道路及社区，向居民和商户进行文明祭祀宣传。

近日，杭州道街综合执法大队开展文明祭

祀专项整治行动，针对辖区内小型商超进行检

查，查扣违规违法祭扫用品，从源头上治理不

文明行为，同时加大力度宣传绿色清明，引导

市民文明祭祀。

各社区组织开展鲜花祭扫、网络祭祀等活

动，通过文明的祭奠方式使大家对故人思念的

情感有所寄托。前不久，京山道社区党员成华

找到社区党委书记表示，今年准备遵照父亲的

遗愿，将父母的骨灰撒向大海，希望通过社区

了解一下申请骨灰撒海相关流程。成华说，自

己的父亲是一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军人，他记

得父亲曾经说过：“我们活着就要为国家作贡

献，死了以后也不要给国家添麻烦，咱们要破

除旧的传统观念，移风易俗。”成华不仅严格遵

照父亲的教导，时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更是遵照父亲的遗愿，带头响应国家号召，为

促进社会新风尚作贡献。成华的母亲陈秀兰

也是一名党员，她的骨灰要同父亲的一同撒

海。成华优秀的家风也影响了很多居民，带头

破旧俗的做法更是获得了大家的赞赏。

近日，杭州道街召开 2021 年市场

主体从业人员疫苗接种工作推进会，

部署街道市场主体从业人员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工作，同时安排辖区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对接工作。

近期，杭州道街主要领导和相关工

作人员多次深入辖区塘沽妇产医院和

向阳卫生院两处疫苗接种点，与院方共

同研究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同时察

看场地设置和物资器材准备情况，对接

种时间安排和人员保障等工作进行部

署，为辖区疫苗接种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为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广大

党员、团员、群众顺利完成接种任务，

街道在疫苗接种期间成立塘沽妇产医

院、向阳卫生院两个临时党支部，抽调

街道处级领导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

每个临时党支部设立2名处级干部支

部委员分别进驻现场，保障辖区疫苗

接种工作顺利开展。与此同时，杭州

道街组建科室人员、机关下沉干部、执

法大队、交警大队4个疫苗接种专班队

伍，共30余人，现场协助医护人员进行

人员引导、秩序维护，确保疫苗接种秩

序井然。 记者 马兰

精准有序开展接种 共筑群体免疫屏障
——直击杭州道街新冠病毒疫苗组织接种首日现场

杭州道街

倡导文明祭祀
打造绿色清明

大港街

积极宣传疫苗接种
确保做到“应接尽接”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连日来，大港街积

极开展疫苗接种宣传活动 ，号召广大居民群

众和企业职工积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共筑群

体免疫屏障。

在各社区，机关下沉干部、街道包保干部

和社区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宣传折页，宣讲

疫苗相关知识，现场解答疑问。不少居民、辖

区单位职工作出疫苗接种承诺。一些已经接

种完疫苗的机关干部和居民还分享了自己的

接种过程，为开展全民接种疫苗工作营造了

良好氛围。

同时，大港街还成立多个小组走访辖区小

微企业及楼宇企业进行宣传，做到辖区人员皆

知，确保接种对象“应种尽种”。各社区工作人

员开启“敲门入户”模式，以面对面的方式逐门

逐户为居民讲解接种疫苗的重要意义，号召大

家主动接种疫苗，共同构建群体免疫屏障。

社区建立志愿服务微信群

“明天晚上小区有志愿服务活动，主

要内容是劝导不文明祭祀行为，欢迎大

家报名。”3 月 30 日，大港街港星里社区

工作人员在社区群里发出“招募令”，不

到半小时就有 40 多名居民报名。第二

天傍晚，志愿者们自备手电筒、扫帚、垃

圾桶，一边号召居民们做文明祭祀的倡

导者、践行者，一边进行文明劝导。巡逻

途中遇到卫生死角，志愿者们立即进行

清理。据介绍，该社区微信群建立两年

多来，社区居委会定期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吸引了居民们的广泛参与，并获得了

居民纷纷点赞。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

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目前，街道34个

社区都建立了社区志愿服务微信群。”大

港街党建办主任王奎芳介绍。

志愿服务活动形式多样

“这几年我们的社区环境以及城区面

貌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辖区菜市场

的环境提升最为明显！”晨晖北里社区居

民老胡的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自豪。

菜市场是最接地气的民生场所，也是城

市文明的一面镜子。走进晨晖菜市场，内部

宽敞明亮、整洁卫生，肉类、蔬菜、熟食等功能

区域规划合理，每个摊位都是标准化的开放式

设计，“超市化”的环境让居民可以舒心购物。

社区居住环境直接影响着居民的幸

福感、获得感。大港街精准实施社区创建

提升行动，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开展形

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如宣传垃圾分

类、劝导不文明养犬行为、清理“僵尸车”、

对卫生环境进行治理等，焕然一新的社区

成为居民的幸福港湾。

引导志愿服务组织投身社区建设

大港街还把各项工作与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有机结合，积极引导志愿服务组

织投身社区建设，不断营造“全民参与创

建，人人巩固成果”的社会氛围，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社区像小花园，菜市场像超市，常态

化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给咱老百姓带

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实惠，也让我们的生活

更美好了！”重阳里社区居民孙大娘笑着

说。为保持良好的环境，大港街各社区成

立了由志愿者参加的文明引导员队伍。“文

明引导员”佩戴袖章，每天不定时到社区、

马路巡查，发现不文明行为和现象，当场拍

照发送至微信工作群，社区第一时间联系

城管等部门督办整改，确保文明不褪色。

常态化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改变着社

区面貌，也悄然提升着大港街辖区品质，

而一抹抹“志愿红”更是擦亮了城市文明

底色。如今的大港街，社区“颜值气质”不

断提升，文明的种子正在每个人心中生根

发芽。 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大港街：一抹“志愿红”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日前，

大港街振业里社区党委组织志愿者走进辖区

共建幼儿园，开展“童心向党 共同成长”主题

活动，近300名师生参加。

活动在小小护旗手们整齐的步伐中拉开

帷幕，全体师生行注目礼，当国歌奏起，全体

师生同唱国歌。随后，40余名儿童展开画卷，

用手中的笔描绘心中的祖国，并为祖国舞

蹈。孩子们活泼的笑脸、富有创意的表演赢

得了热烈掌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活动

推向高潮，孩子们举起绘制好的十米画卷，歌

声、喝彩声响彻整个园区。

此次活动让全体师生接受了一次思想的

洗礼，凝聚了师生的爱国心。今后，振业里社

区将在工作中凝心聚力，勇于担当作为，为社

区建设发展赋能助力。

振业里社区

萌娃绘制十米画卷
童心向党 共同成长

日前，大港街晨晖里社区联合大港二

小师生、大港第三幼儿园师生开展“我们的

节日·清明——文明祭祀 平安清明”活动。

活动开始后，社区工作人员首先宣读

《文明祭祀 平安清明》活动倡议书，号召

大家大力弘扬社会文明新风，自觉做文明

祭祀的倡导者、践行者，让清明节成为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节日。宣读完

毕后，在场的志愿者、师生及工作人员集体

默哀1分钟，表达对烈士们最崇高的敬意。

活动的最后，全体师生和工作人员有序敬

献鲜花，寄托对革命先烈的追思和怀念。

文明祭祀寄哀思 绿色清明低碳行
日前，大港街各社区积极开展“文明祭祀 绿色清明”宣传，并联合共建单位开展“我们的节日·清明”系列主题活

动，通过社区公祭活动、缅怀革命先烈等，引导辖区居民、青少年树立文明新风尚，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精神。

近年来，大港街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不断
提升辖区治理温度、精度和效能，坚持将志愿服务
融入常态化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中，全面营造
“有时间当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的浓厚氛围。
如今在大港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文明新风
尚逐渐形成，全民素质也得到不断提升。

“针眼这个位置不要沾水，在留观室
观察30分钟以后再走。”3月31日是杭
州道街组织辖区居民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首日，塘沽妇产医院负责接种的医生正
在为群众讲解注意事项。

3月下旬以来，新区各街镇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工作陆续开展，杭州道街坚持党
建引领共同缔造理念，建立完善体制机制，
精准有序安全推进疫苗接种工作。街道通
过多种方式宣传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相关
政策和措施，引导居民正确认识接种疫苗
的安全性和必要性，，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做
到应摸尽摸，做到不漏一人一户、不漏一企
一铺，确保疫苗接种工作扎实推进。

7:30

▲

准备就位

3月31日一早，来自杭州道街的机关

干部、区级下沉干部、社工以及志愿者已经陆

续来到指定的塘沽妇产医院接种点准备就

位。“今天是接种量比较大的一天，前期准

备工作咱们已经做好了，我们也向居民群

众提前发出了预约通知，要尽量减少居民

等候时间，避免人员聚集，积极引导秩序。”

街道相关负责人在现场作着最后布置。

7:50

▲

疏导秩序

塘沽妇产医院南院区的门前早早拉

起了警戒线，交警在医院门前疏导过往车

辆。“福州道社区的居民在这边排队，大家

把健康码都提前准备好，一会儿量完体温

就能进去了。”社工在现场反复进行着提示

和引导。街道按照社区区位进行划分，预

约接种的人数和时间都进行了精确设计。

“我们将人数控制在每小时250人至300人

之间，居民只要按照社区通知的时间过来

就行，节约大家的时间。”街道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说。

8:00

▲

二次排队登记

医院大门准时打开，居民们排队进

入院区进行二次排队登记。“我这几天高

血压犯了，能不能打针？”“吃了感冒药，

能打吗？”对于这类情况“特殊”的居民，

社工引导其到大门一侧的咨询台，由专

业医生进行现场解答。“这是我们提前设

置的咨询台，先咨询后接种，在接种之前

解答大家的各种疑问。我们还准备了对

讲机、帐篷等后勤保障物资，主动靠前服

务，协助现场引导人员开展工作，提高效

率。”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9:15

▲

指导填写知情同意书

“大家手上的知情同意书都要填写完

成，将现在居住地写得详细一点。”文安里

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艳进入了“循环播

放”状态，一边维持现场秩序，一边指导居

民填写。来自新园里社区的韩广斌和她一

组，控制进入接种大厅的人数。“十个人分

为一组，里面一组登记完成了，再放下一组

进场，避免室内人员聚集。”韩广斌说。

10:00

▲

完成接种留观

家住文安里社区的田红军已经完成

了接种，正在留观室进行观察。田红军是

保税区的一名销售人员，现在租住在文安

里小区，他前天接到了社区的电话。“之前

社区工作人员就去我家登记了，后来又电

话通知我今天上午9点过来，我觉得这样

组织挺好的，大家不会扎堆，而且整个过

程比我想象的要快。”田红军说。

排在田红军后面的是在杭州道街辖

区内经营宠物店的李凯，其实他早就在想

着接种疫苗的事，可不知道该找哪个部

门，也不知道去哪里接种。让他没想到的

是，社区工作人员主动找上了门，进行登

记和预约。“我们开店，每天接触的人很多，

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客户的安全有必要接

种。接种完，我心里就踏实了。”李凯说。

11:00

▲

查漏补缺

在距离接种点不远的新园里社区，

社工们还在努力地开展着查缺补漏的工

作。该社区党委书记罗丽健告诉记者，

直到3月30日晚，他们还在对未进行接种

登记的居民进行上门服务。“我们辖区预

约登记率已经达到了95%，目前还在通过

微信群通知、张贴通知、电话通知等方式反

复摸底排查，真正做到不漏一户。”罗丽健

说。在治国里社区，中心北路菜市场商户

登记工作也在继续开展。商户和相关从

业者流动性比较大，社工和志愿者们会反

复上门进行确认，确保登记摸排全覆盖。

截至3月31日17时，塘沽妇产医院

接种点共完成杭州道街居民疫苗接种

1595剂。在疫苗接种工作中，杭州道街办事

处组建临时党支部，主动对接服务塘沽妇

产医院和向阳卫生服务中心，协调派出所、

交警大队等多个部门联动，深度融合，相互

支持，发挥各自优势，让接种新冠疫苗工

作不断得到提升和优化。街道主动靠前

服务，合理安排接种时间和次序，精准有

序开展疫苗接种工作，整个接种过程有

条不紊，平稳有序，全力为辖区居民筑起

一道免疫屏障。 记者 马兰 摄影报道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日前，大港街前进里社区联合兴安里社

区在大港实验中学开展“聆听英雄故事，缅怀

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清明节活动，

将传统文化和党史学习教育送进校园。

教室里，全国双拥模范赵奶奶饱含深情

地向同学们讲述了英雄的故事。他们舍生

取义、爱国为民、不畏牺牲、敢于奉献的爱国

主义精神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接

着，大港实验中学的历史老师用幻灯片讲述

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史。活动结束后，同学们

纷纷表示，要不忘先烈、不忘遗志，牢记历

史，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向先烈们致敬。

3月30日，大港街春晖里社区联合大港

六中开展“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红色传承心

向党 青春筑梦新时代”主题升旗仪式。升旗

仪式上，主持人首先致开场词，回忆了过去几

十年中国历尽艰辛，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短短

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

发展历程。随后，学生代表作演讲，号召同学

们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学习、努力奋斗。

3月30日，大港街七邻里社区开展以

“弘扬文明祭祀 倡导绿色生活”为主题

的文明祭祀宣传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树

立文明祭祀意识。

当日上午，在七邻里社区活动室，社

区工作人员向居民普及文明祭祀相关政

策和理念，呼吁大家转变转念，倡导通过

家庭分散追思、家庭悼念、经典诵读、网络

祭祀、代理祭扫等方式缅怀故人。随后，

工作人员向居民发起社区公祭活动。社

区不仅为居民们准备了花束，还竖起了

“追思展板”，为居民怀念逝去的亲人提供

了平台。居民纷纷献花，并在展板上写下

对逝去亲人的怀念。与此同时，居民们还

在倡议横幅上签字表达践行文明祭祀的

决心。大家纷纷表示，要做“告别陋习，文

明祭祀”的先行者，让文明祭祀成为一种

习惯。 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发出文明祭祀倡议 过平安清明

新园里社区

少先队员学党史
传承“红船精神”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园里社区组

织辖区少先队员开展“做党的好孩子”系列学

习活动，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社区退休老教师马毅一边为学生们讲述南

湖红船的由来和重大历史意义，一边拿出事先

制作好的红船纸模，仔细为学生们讲解制作步

骤。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裁剪、刻纸、折叠和

粘贴，一艘艘精美的红船模型很快就做出来了。

从“一叶扁舟”到“一艘巨轮”，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红船精神”作为中

国革命精神之源，需要青少年去传承。“做党的

好孩子”主题活动将以“学”“讲”“做”“行”的形

式广泛开展学习教育、参观寻访、仪式熏陶、志

愿服务、实践体验等活动，培养少先队员对党

和祖国的朴素情感，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居民秩序井然居民秩序井然，，等待接种疫苗等待接种疫苗

察看疫苗接种场地设置和物资准备情况察看疫苗接种场地设置和物资准备情况

引导居民有序接种引导居民有序接种

小志愿者美化社区环境小志愿者美化社区环境

七邻里社区居民为故人献花寄托哀思

晨晖里社区“文明祭祀 平安清明”活动

成立两个临时党支部
高效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