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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贡献巾帼力量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古林街道海

通园社区组织社区巾帼志愿者及青年志愿者

开展了“学党史、悟初心、强教育”主题活动，传

承红色基因，贡献巾帼力量。

活动中，社区巾帼宣讲员从“妇女在社会

生活和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妇女在乡村

振兴、现代化建设及社会文明进程中的独特优

势”“新时代对女性自身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

三个方面作了精彩解读。讲座结束后，宣讲员

还带领大家观看了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

命”为主题的云上课堂。

通过主题宣讲和云上课堂的学习，大家纷

纷表示，今后将以更扎实的作风投入工作，深

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

工作实践的强大动力，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

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倡导绿色环保理念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古林街道香

逸园社区组织开展“美丽古林新风尚、智慧分类

我先行”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旨在深入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倡导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

活动中，垃圾分类督导员现场教居民们

正确识别垃圾种类，为在场的居民讲解开展

垃圾分类的意义和垃圾混合带来的环境问

题，倡导居民积极践行垃圾分类，携手共建美

好家园。

此次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增强了社区居民

对垃圾分类的认识，使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垃

圾分类的行动中。

环保志愿徒步行
增强组织凝聚力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古林街道欣

欣里社区组织广大党员来到官港森林公园，开

展了主题为“永远跟党走、迈向新辉煌”的环保

志愿徒步行活动。

活动当天，欣欣里社区的党员们拎着垃圾

袋，一边跟着队伍向前走，一边捡拾沿路的垃

圾。欣欣里社区相关负责人说：“此次环保徒

步行活动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能践行绿色环

保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激励我们的理想信念。”

连日来，古林街道各社区陆续开展系

列学党史实践教育活动，引导辖区青少年

品味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

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聆听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记忆

古林街道整合多方资源开展沉浸式

党史学习教育，为青少年带来一堂堂别开

生面的党课，带领孩子们学习英雄事迹，

共同传承红色记忆。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菜、吃皮

带，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近日，古林街道福港园社区党委书

记来到辖区东城小学一年七班，为这里的

小学生们带来一堂生动的党课。课上，福

港园社区党委书记通过讲述革命故事与

小朋友们互动交流，让孩子们跟着影音资

料一起穿越时空，共话“初心”，回顾建党

百年风雨征程，引领大家“学党史、强信

念、跟党走”。

福汇园社区则联合福源小学共同开

展“童心向党，我听专家讲党史”主题教育

活动。受邀而来的区委党校王丹老师生

动地向青少年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并带着孩子

们认识党旗、了解党史。同学们认真聆

听，充分感受红色魅力。同时，社区还联

合大港十中开展“童心向党，唱支红歌给

党听”青少年颂党恩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同学们热情高涨地合唱了《我和我的祖

国》等经典歌曲，歌颂党恩党情，坚定永跟

党走的理想信念。

“无数革命先烈为救亡图存奋不顾

身，才有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我们

一定要好好珍惜。我希望自己能快快长

大，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人。”党课

结束后，一位参加活动的小学生说道。

青少年“音乐党课”开课
将红色基因根植心田

“在浙江嘉兴南湖湖心岛边上，几十

年来，一直停靠着一条画舫船……”5月

30 日下午，一阵阵铿锵有力的朗诵声在

古林街道福芳园社区的广场上回荡。

原来，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当日，福芳园社区居委会组织辖区青

少年在社区广场举办了一场以“童心向

党”为主题的“音乐党课”，引导青少年知

党史、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福芳园社区用举办“音乐党课”的学

习方式将厚重的红色底蕴与精彩的音乐

及红色故事紧密结合，创新党课形式，加

深青少年对党的认知。活动中，《鸡毛

信》《新时代的红色少年》《抗日小英雄》

《一条小红船的故事》《英雄鲜血染红的

五星红旗》等一个个鲜活的红色故事感

染着每个现场的社区居民。诗朗诵《青

春中国》《红船精神代代传》《做新时代的

红色少年》等节目带领孩子们回顾建党

百年的光辉历程，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

从 1921 年诞生以来的大事记，加深孩子

们对党的认知。现场，孩子们还唱响了

经典革命歌曲，并认真学习歌曲的创作

背景、表现内容等。通过歌声，孩子们重

新回味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过程中

艰辛又光辉的历程，认识到国家现今的

繁荣昌盛来之不易。

在“音乐党课”的活动过程中，孩子们

用心体会音乐经典，用情感悟红色力量。

“今天非常有收获，学到了很多党史知识，

很受教育。我会树立远大理想，提高个人

本领，做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优秀青

少年。”一位参与活动的青少年告诉记者。

不少家长也纷纷点赞“音乐党课”。

“跟着孩子参加活动，让我们也学到了不

少知识。这是一堂生动的党课，孩子们

通过听故事、看视频、唱经典歌曲的方

式，增强了爱党爱国的情怀，听到孩子有

明确的职业理想，想要为国家、为社会作

出自己的贡献，我心里觉得很骄傲！”家

长刘女士说。

下一步，古林街道将继续以党史学习

教育为契机，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红色

主题教育活动，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

基因。同时，还将深入挖掘辖区内老英雄

宣讲团的红色故事，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

形式不断宣传红色精神，教育引导青少年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连日来，古林街道综合执法大队

围绕“精细化管理”主线，深入推进市

容环境综合整治，累计劝导越门经营

200余处，取缔流动摊贩100余起，清

理广告牌、布标、条幅等各类乱贴乱

挂1200余处，拆除各类违建20余处、

400余平方米。

近日，古林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全

面动员、全员上阵、综合施策，发力城

市公共区域亮化美化、服务功能设施

完善、背街小巷环境综合整治、薄弱

环节加强等方面，确保城市环境卫生

整洁，城市秩序井然。

执法大队还针对中心城区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大型商圈、交通站点、住

宅小区，尤其是对津歧公路沿线、古林

农贸市场、古林平房区、万达广场东西

两侧、永明里及周边、废品回收站等重

点部位的违法建设、违规占道经营、户

外招牌广告设置不规范、车辆乱停乱

放等行为，采取从严整治措施，进行规

范管理。 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古林街福

汇园社区邀请大港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作人

员到大港福源小学带领学生们展开了一场

科技探索之旅。

活动现场，大港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作人

员为学生们带来了3D科普展览及科普体

验。孩子们带上3D眼镜，观看神奇的海洋

生物，“畅游”恐龙世界。在科普体验现场，

最受欢迎的要数握力体验和平衡体验。大

家一起比拼谁的手劲最大、谁的平衡能力最

好，每一个孩子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本次活动大力普及了科学知识，弘扬

了科学精神，提升了孩子们的科学素质。

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主题教育活动

古林街道：引领青少年上好“党史课”
近日，古林街道以党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开展形式
多样的青少年红色主题教育
活动，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
形式不断传承红色精神，教
育引导青少年知史爱党、知
史爱国。

科普活动进校园
新奇体验受欢迎

◎劝导越门经营 ◎取缔流动摊贩 ◎拆除各类违建

深入推进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连日来，新河街道把党史学习教育同

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

不断强化公仆意识、为民情怀，从最突出问

题抓起，从群众最现实利益出发，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基层困难事、群众烦心事，持续推

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真心实意访需问计

新河街道充分发挥街道工委、各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自4月26

日起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调研实践

活动。街道班子成员及社区党组织成员深

入基层开展实地调研，重点征集辖区便民

服务、就业就学、医疗卫生、公共安全、城区

建设、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与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幸福指数息息相关的

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意见建议，研究提

出站位高、针对性强和可操作性强的解决

思路和工作举措，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走访中，天津南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负责人介绍了近期企业内部运营情况，并提

出企业在服务业主、与业主沟通时遇到的困

难。华庭路生鲜智慧菜（农贸）市场负责人

介绍了菜市场建设情况、招商情况等。针对

企业提出的问题，班子成员结合企业实际情

况给出针对性建议，并提出社区居委会、物

业公司等部门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协作，合理

利用各类资源，搭建企业与居民间的沟通桥

梁，以此推动今后各项工作开展。

新河街道召集辖区人大代表、领先人

才、居民群众召开“我为群众办实事”调研

座谈会，面对面交心谈心，真心实意访需问

计，广泛征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的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各社区在走访过

程中，还看望慰问了社区困难群众，给他们

送去党的关怀和慰问品，并把大家的困难

事、烦心事记录下来，用心去办、解决到位。

找准问题“马上办”

针对征集上来的问题、难点，新河街

道集中想招法、马上办、见实效，推动问题

解决。

楼道照明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新河

街道部分老旧小区的居民，在经过街道、

社区20余次的走访协调之后，这一问题

在今年5月初终于得到彻底解决。随着

449块电表和276个电灯的安装，老旧小

区的楼道终于亮堂了，受惠居民达 4000

余人。大家纷纷表示：“楼道的灯亮了，我

们的心也亮了。”

停车难一直以来同样是诸多居民的

烦心事。新河街道与社区多方调研测量，

在请教相关专业人员后，采取“挤”地方、

“插”车位、“合”小增大等多种方法，不怕

繁琐重新规划整合车位资源，在各小区内

新增车位81个，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居民

停车难的问题。此外，新河街道还主动摸

排辖区内超市商场、公共停车场、非主要

路段，挖掘潜力为居民提供车位资源。

日常生活中很多的业务办理都可以在

电脑或手机上进行，但是老年人对于电子

产品的操作大多不是很了解。为了帮助老

年人更好地掌握电子产品的操作技能，同

时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新河街道专门

为辖区老年人举办了一场电脑知识讲座，

并针对老人在使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

问题进行了详细讲解，切实增强了老年人

的实际操作能力。居民王大妈在听完讲座

之后高兴地对记者表示：“真是太感谢街道

为我们老年人着想了，通过参加讲座，我学

会了在网上办理很多业务，可以少跑很多

路，而且我还学会了在网上查资料，实在太

方便了。”

智慧化精细化“办实事”

“‘百姓需求’上有一条新任务，赶紧

去现场解决问题……”因近期大风天气频

繁，新建里小区2栋旁的宣传栏铁皮被大

风刮坏，有随时掉落的隐患，对小区行人

及车辆安全也有很大的影响。居民发现

后通过“百姓需求”小程序上报问题，希望

能够通过“组织在线”网上平台尽快解

决。社区“组织在线”负责人看到此需求

后，第一时间派出“家园志愿服务队”，不

到1个小时就彻底解决了问题，消除了安

全隐患。

据了解，新河街道及各社区充分利用

“组织在线”平台上的“百姓需求”小程序，

搭建“互联网+服务”模式，把党建智慧化和

社会治理精细化一体推进，对群众反映的

问题马上办、立即办、痛快办。同时，引导

居民对问题解决情况、社区服务质量进行

评价，自觉接受居民群众监督，实现居民点

单、系统派单、社区接单、百姓评单的闭环

模式。截至目前，新河街道“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中，“百姓需求”办单量达477

件，为居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438个。街道

解决问题的高效率赢得了辖区群众的一致

点赞。 记者 程菲 通讯员 陈曦

近日，新河街道网格员不怕脏不怕

累，每日穿梭在楼与楼、层与层之间，清理

社区卫生死角、绿化带垃圾，整治乱贴乱

画小广告、楼道堆物、凌乱线缆，摆放共享

单车等。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规范

一处，洁净一处，让一个个小区、一条条道

路焕发“新颜”。

记者 程菲 摄影报道

不怕脏 不怕累
只为小区焕新颜

“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为丰富辖区

儿童节日生活，在儿童中开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新河街道妇联日前举办

“庆祝建党百年——我心中的祖国、我心

中的家”儿童画征集活动。

壮丽山河、五星红旗、天安门、威武的

军队、丰盛的家宴……来自社区的 24 名

少年儿童参加了此次活动，他们纷纷拿

起画笔把自己心中的祖国、家的样子画

在纸上，表达感恩祖国、热爱家庭的纯真

情感。 记者 程菲

威海路社区

带青少年参观农作物
到大自然中学习知识
日前，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加强社区精

神文明建设，丰富社区青少年的文化生活，新

河街道威海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中

海物业组织辖区130余名青少年到七里海游

学参观。大家一起观赏了油菜花、参加水稻

讲堂、观看大网捕鱼、体验农耕，青少年们既

兴奋又好奇。

参观游学中，志愿者现场讲解了油菜花

及水稻的生长过程，孩子们认真地听讲，并

记录着农作物的生长习性和生长特点。李

晓鹏同学兴奋地说：“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忙，

放学只能在小区里玩，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

真的油菜花和水稻！”活动中，孩子们在花田

里一起唱响《我和我的祖国》，表达对祖国母

亲的热爱。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在身临其境的观察

中学到了知识，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积累

了实地参观的经验，获得孩子和家长们的一

致好评。 记者 程菲

四季风情社区

开展智能时代科普活动
吸引众多居民积极参与

5 月 22 日至 28 日为天津市第 35 届科技

周。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科普活动，大力

弘扬科学精神，提高辖区居民科学意识、科技

能力和科学素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新

河街道四季风情社区围绕“百年回望：中国

共产党领导科技发展”主题，以科普宣讲形

式开展智能时代科普活动，吸引众多居民积

极参与。

宣讲员向居民群众讲解了疫情防范知

识、食品安全知识、防震减灾常识、低碳节能

和健康生活等方面的科普内容，涉及面广、贴

近生活，干货满满，让居民感受到科学对于生

活的重要意义，体验到科技创新的魅力。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40多份，

接受咨询10余人次，在辖区内掀起科学普及

的新高潮，形成“爱科学、学科学、讲科学、用

科学”的良好氛围。

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还向辖区居民

宣传了禁毒、反邪教等相关知识，引导居民在

任何时候都要依法办事，以理性、合法的形式

表达利益诉求，为推动和谐文明社区建设作

出积极贡献。 记者 程菲

持续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新河街道：问需于民 俯下身子办实事
自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以来，新河街道班子成员及社区党

组织成员深入基层开展实地调研，重点征集辖区便民服务、就业就学、医疗卫
生、公共安全、城区建设、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和幸福指数息息相关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意见建议，研究提出站位高、针
对性强和可操作性强的解决思路和工作举措，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新河街道举办
儿童画征集活动

青少年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现场青少年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现场

清理垃圾堆物清理垃圾堆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