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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汉沽街道后坨里社区

观看红色电影 感悟思想伟力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汉沽街道后坨里

社区组织党员开展观影活动，引导广大党员追忆

入党初心，传承红色精神，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本次观影活动播放了影片《1921》，党员们

跟随光影深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服于

命运，锻造忠诚信仰的光辉历程。大家纷纷表

示，要从影片中汲取奋进力量，从党的百年伟

大奋斗历程中感悟思想伟力，传承红色基因，

践行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人的使

命与担当。

汉沽街道前坨里社区

暑期培训歌舞 赓续红色基因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汉沽街道前坨里

社区开展暑期青少年歌舞培训活动，让孩子们用

歌舞抒发爱国情怀，让红色基因根植于心中。

社区邀请“五老”志愿者、退休教师李瑞敏

教孩子们用歌舞的形式回顾革命时期的峥嵘

岁月。授课中，李瑞敏对歌曲的创作背景和内

涵进行了深刻解读。随后，在《红星闪闪》的背

景音乐下，孩子们翩翩起舞，虽然没有受过专

业训练，但是很认真地跟着老师的示范伸展手

臂、扭动身体，现场气氛非常活跃。

据介绍，此次活动使青少年在革命歌舞演

艺中提升了音乐素养，增强了爱国情感，坚定

了跟党走的信念。

汉沽街道大王瞿阝村

用好“学习强国”争做“学习达人”

时报讯（记者 刘芸）近日，汉沽街道大王

瞿阝村党总支就“学习强国”学习情况召开党员

和村民代表会议，全面部署相关工作，把做好

学习平台推广使用工作作为重点任务加以推

进，使全村能学、可学、愿学者在“学习强国”平

台上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学以致用。

“学习强国”APP上线后，大王瞿阝村党总支

把该学习平台推广使用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部署推动，通过召开党员大会、播放广

播等形式健全工作机制，分类指导培训，强化

考核督导，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党员的学习积极

性，目前凡是能使用智能手机的党员已全部下

载了“学习强国”APP。现在，每天闲暇时间打

开“学习强国”APP，了解国内外大事，关注自己

的学习成长情况，已经渐渐成为大王瞿阝村很多

党员的生活习惯。

汉沽街道芦后村

沟渠排水行动 保庄稼解民忧

时报讯（记者 刘芸）汛期来临，为防止雨

水过高淹没庄稼，连日来，汉沽街道芦后村开

展田地沟渠排水行动，村“两委”班子成员团结

村民志愿者，齐心协力、出谋划策，疏通沟渠、

畅通排水，切实解决村民的烦心事。

为提高沟渠排水能力，芦后村“两委”班子

成员逐一检查各段沟渠情况，记录排水不畅区

段，检查影响排水原因。根据实际情况，村委会

一方面联系挖掘机挖除沟内淤泥杂草，增加沟

渠宽度和深度，同时联系清运车辆清理淤泥杂

草，经过工作人员3个多小时的作业，共清理

沟渠100余米，清理淤泥杂草3车；另一方面组

织村民志愿者将防汛沙袋摆放在蓄水池上沿，

大家通过接力，一个肩膀传递至另一个肩膀，

共摆放 100 多件沙袋，将蓄水池加高 50 多厘

米，增强了排水能力。“村委会想尽办法排水，

保住了我们的庄稼，太感谢了！”村民靳阿姨激

动地说。

汉沽街道华馨里社区

讲解食品安全 培养卫生习惯

时报讯（记者 刘芸）为加强青少年暑期食

品安全教育，增强青少年的食品安全意识，日

前，汉沽街道华馨里社区开展“食品安全·就在

你我身边”食品安全知识讲座。

讲座中，社区工作人员讲解了如何选购健

康食品、识别伪劣食品品牌以及常用的食品安

全知识等内容，并针对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食

品安全问题传授一些小妙招，如怎样鉴别真假

木耳，辨别毒豆芽、毒蘑菇，怎样有效去除瓜果

蔬菜上的农药残留，怎样挑选健康安全的食品

等。同时，对常见食物的安全使用和质量鉴别

进行了细致说明，包括新鲜蔬果和猪肉的挑选、

购买食品的注意事项、夏季食物中毒预防等。

最后，重点强调了自我保护的“五项注意”，引导

大家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树立维权意识。

汉沽街道金谷里社区

关注口腔健康 提升健康素养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汉沽街道金谷

里社区开展以“关注口腔健康，品味老年幸福”

为主题的2021年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引导

老年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老年人的健

康素养和健康水平。

此次活动以宣传老年健康政策、老年健康

知识、老年口腔健康知识为主要内容，还包含

口腔健康检查、新冠疫苗接种预约等服务项

目。活动得到辖区众多老年居民的积极参与。

聚焦环境短板 全面落实整改 巩固创建成果

汉沽街道：全力推进文明创建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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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寨上街道朝

阳花园社区联合街道团工委举办青春自

护·暑期安全主题教育活动之“食品安全系

你我”，为青少年讲解食品安全知识，普及

青少年安全自护知识，增强青少年暑期安

全防范意识，提高青少年自我保护能力。

寨上街道团工委青少年事务社工于

海婷为孩子们带来一堂内容丰富、生动

有趣的食品安全课。于海婷利用“闻一

闻、尝一尝”小游戏开场，充分激发孩子

们对食品的兴趣。接着，通过形象的图

片展示非健康食物和健康食物。于海婷

结合夏季传染病多发的形势，提出饮食安

全小建议。最后以“谁是‘卧底’”游戏结

束本节自护课，让孩子们在快乐的互动中

掌握了食品安全自护知识。“通过这堂课，

我知道了哪些食物是健康的、哪些食物是

不健康的，以后要少吃不健康的食物。”

“以前去超市买吃的拿起来就走，现在知

道了一定要看食品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

保质期。”参加活动的孩子们说道。

对标问题 落实整改

汉沽街道召开社区党委书记座谈会，

总结梳理出市场管理、社区违建、硬件设

施、体制机制、商户经营五大类共计74个问

题，并以此为依据修订工作方案。全街开

始实行包保领导每日带领包保人员下社区

和村参与（推动）工作的制度。街道抽调职

能科室工作人员成立社区工作、厕所、市

场、堆物、“三小五小”专班，各专班针对问

题点位精准开展工作。

5月至今，街道先后发现各类问题点

位246处，并集中力量开展整治行动。对

滨玉线沿线进行环境清理，清理了包括

“僵尸车”、废弃建材、渣土在内的大量垃

圾杂物。对平整后的土地进行苫盖并安

装了津冀界牌。滨玉线沿线的环境卫生

已经大为改观，目前街道正与唐山市汉沽

管理区临津产业园研究如何进行长效保

持。对于大丰路沿线环境卫生，汉沽街道

协调汉沽盐场、汉沽环卫所等单位共同参

与整改。对大丰路沿线特别是各工厂厂

门附近的垃圾进行清理，派出执法大队对

沿街店铺占路经营现象进行整治。对于

海集汇海鲜批发市场，街道相关负责人先

后四次实地考察点位并现场办公，听取市

场管理方和经营商户的意见，开展了一系

列整治工作。

聚焦短板 提升颜值

针对市场周边环境治理，汉沽街道督

促市场管理方对商户堆放杂物进行清理，

疏通市场内的排水沟渠，每天及时冲洗地

面并清运垃圾。调整货柜摆放位置，避免

产生卫生死角。街道在市场周边安装国

家卫生区宣传海报，在市场内新设立健教

宣传栏。为解决市场水产区垃圾桶损坏

较快的问题，街道为每个菜市场均配发了

玻璃钢材质垃圾桶。派出执法力量对市

场周边经营秩序进行整治，清理游商散

贩，清理沿街商户占路经营和里空外卖现

象。此外，还安排新城里社区协助市场进

行多次环境清扫，今后还将定期进行卫生

清扫和巡视检查。

对于东扩区彩虹苑周边地块环境问

题，街道召开吹哨会，协调区住建委、区城

管委、汉沽盐场、汉滨公司等进行专项清

理，清理各类垃圾数百吨。街道对清理地

块进行苫盖并加强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和

处理偷倒垃圾现象。

开展大规模社区环境清整工作。社区、

物业、执法大队在公安配合下，对楼道堆物、

占用消防通道、公共空间堆物、侵占绿地种

菜等现象进行大规模清理，总计清理垃圾堆

物2000余吨，拆除违建50余处、平整恢复绿

地100余块，排查上报“僵尸车”8辆。

对于新出现的共享电动单车停车秩

序问题，街道与美团、清桔共享单车公司

召开会议，摸清市场投放量、投放与回收

作业、电池安全管理、停车位置管理等信

息，进一步规范共享单车企业行为。

改造共建 满足需求

在社区治理中，汉沽街道实行创新治

理模式，坚持共享共建共治理念，鼓励辖区

单位、社区居民、经营方等主动参与到社区

建设中来。党员干部定期开展常态化创建

帮扶，身穿红马甲，手拿垃圾袋、扫帚和清

扫工具，在社区开展环境清洁、卫生清理、

不文明行为劝导和垃圾分类宣传等志愿服

务活动。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监督

员，他们正用实际行动爱护自己的家园，让

汉沽街道更美更文明。

相较于其他街镇，汉沽街道辖区属

于老城区，现有的 1069 栋住宅楼中，使

用年限超过40年的占比约30％，使用年

限超过30年的占比约50％，使用年限20

年以上的占比 67％，房屋和基础设施老

化问题严重；计划改造的8个小区仅有1

个完成改造；部分新建小区居民以还迁

户和渔民为主，新的生活习惯还有待养

成。在后续工作中，汉沽街道将以前坨

里、咸阳里、安阳里等六个老旧小区提升

改造为契机，做好协调工作，把好施工质

量关，倾听居民意见建议，使提升改造工

程尽可能满足百姓需求。 记者 刘芸

时报讯（记者 刘芸 报道 通讯

员 崔园园 摄影）“家里上岁数的亲属

们都接种疫苗了吗？还没接种的话，

不妨现场来听听我们推广疫苗接种宣

讲团的讲解。”日前，杨家泊镇开展“一

针疫苗一份心 预防接种尽责任”新冠

疫苗接种群众宣传活动，吸引众多党

员群众参与。

63岁的老党员史少青作为主讲人

分享了自己接种疫苗的亲身经历。“疫

情防控人人有责，我作为一名老党员，

更要主动参与其中。我得知 60 岁以

上的老人也可以接种疫苗后，便让家

人帮我预约报名了，现在我已经接种

了，身体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所以我

想呼吁更多的老年人赶紧接种，为了

让自己安心，也为了让家人放心。”史

少青说。

“老史，接种方便吗？”“我有糖尿

病能打疫苗吗？”“大伙儿要是都打了，

我还有必要打疫苗吗？”……大伙儿一

连抛出数个疑问，史少青一一作出解

答。据悉，此次“分享会”旨在更有效

地宣传新冠疫苗接种，采用接种村民

分享接种心得的形式，让村民们更好

地了解接种疫苗的好处、注意事项、流

程等。

目前，杨家泊镇疫情防控指挥部

通过调配充足疫苗、科学安排接种点

等措施有序推进疫苗接种工作。18

岁以上村民可到所属村委会登记后，

前往镇卫生院领取《新型冠状病毒疫

苗接种知情同意书》，经入院登记测

温、见诊、入口登记、制卡、接种、留

观、出口登记等一系列环节即可完成

疫苗接种。

杨家泊镇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宣传活动

老党员为疫苗接种“代言”

盛夏时节，漫步于汉沽街道的大街小巷，焕发新颜的老小区、宽敞整
洁的道路、水清岸绿的城市公园……除了环境的优化，还有不断提高的市
民文明素质、节节攀升的生活质量。5月中旬以来，在国家卫生区和全国
文明城区常态化建设中，汉沽街道积极动员各社区、各村党员、群众、志
愿者，掀起爱我家园、共建社区的新热潮。如今，文明、卫生已经成为汉
沽街道居民的“新常态”“好习惯”。

寨上街道朝阳花园社区

暑期安全主题教育开课
提升孩子食品安全意识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茶淀街道

清园里社区丰富学习形式，针对不同群

体进行教育，不断提升党员党性修养，将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

“我们今天就用一组关键词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近日，清

园里社区组织党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邀请基层

宣讲师张励军进行宣讲，将其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宣讲在一个庄严

宣告、一个伟大梦想、四个伟大成就、一

个伟大精神、九个必须、一个殷切希望、

一个号召等关键词做成的索引下展开。

在之后举行的心得交流座谈会上，党员

们围绕“人民”“民族”“坚持”“发展”等关

键词展开讨论。社区年轻党员代表和积

极分子分享了自己的学习感悟，纷纷表

示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主动迎接新挑战，

将创新理念贯穿始终，不断取得新突

破。“通过今天的宣讲，我更加充分理解

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今后我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践行初心使命，为社区建设和发展作出

贡献。”社区党员孙玉芹说。

自编口诀学党史

清园里社区不断探索党史学习教育

形式，把党史知识变成老百姓的家常话，

用最朴素的语言、最熟悉的形式开展宣

讲工作，让党史学习教育真正“飞入寻常

百姓家”。社区“光荣在党50年”党员李

桂增广读史书并反复推敲，自编了一套

名为《用顺口溜宣传百年党史奋斗的光

辉历程》的党史学习口诀，以“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为

主线，措辞严谨又朗朗上口，简单易学，

在党员、群众、妇女、青少年等群体中广

泛传播。“顺口溜朗朗上口，跟着读了几

遍就记住了一大半，让党史学习教育入

脑入心。”社区党员杨恩荣说。

牢记誓词践初心

日前，清园里社区召开预备党员转

正大会。在社区支部书记带领下，转正的

党员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社区老党员们也

在重温入党誓词中重温了初心与使命。

“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在学校毕业后来到

社区工作，在一年的时间里，我更加理解

了党员的使命与职责。今后我会努力工

作，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转正党

员姜洪楠说。 记者 刘芸

茶淀街道清园里社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提升党性修养 践行初心使命

同步上课 凝聚信仰之力

为解决好“远散”“流动”党员教育“死

角”“盲区”问题，寨上街道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科学统筹，长期规划，以点带面，逐

步推广，打造党史学习教育“强磁场”。

街道工委组织外地流动党员同步线

上听课，打造外地党员听有所思、听有所

得的党史课堂。利用党员们茶余饭后的

时间，将党史课堂带到墙根下、花园里，营

造“人人讲党史”的浓厚氛围。红色资源

是鲜活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

财富，寨上街道工委结合辖区实际，带领

党员参观红色展馆，过零距离“触摸”党

史感受党的发展历程，感悟革命先辈的奋

斗足迹。

同话党史 增强逐梦之力

在德阳里社区，社区党委统筹资源、

丰富载体，因地制宜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党

史学习教育阵地。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小区花园、休闲长廊为平台，精心打造党

史学习教育阵地，以“学党史、忆初心、庆

百年”为主题，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重温党

史，时刻不忘党的恩情，永远跟党走。春

意盎然的花园、别具一格的“教室”、言传

身教的内容，让社区党员连赞“新颖又务

实”。开展“党史故事会”“百万青少年歌

颂党”主题教育和志愿服务活动，开展“红

色传承、缅怀英烈”活动祭奠革命先烈，举

办庆祝建党百年诗歌朗诵活动，组织青少

年党史教育读书会，参观宁河于方舟故居

兴坨子民俗纪念馆……通过丰富多彩的

社会活动，让辖区居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

切实感受到，党的辉煌历史与我们脚下这

片热土息息相关，与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息息相关。

朝阳花园社区党委广泛开展“百堂党

课宣讲润心”“百篇爱党征文抒怀”“百题

党史知识学习”“百集党史故事观赏”以及

“四个一百”等党史专题学习教育活动。

从看、讲、学等方面感悟党的艰辛历程，筑

牢崇高理想信念。利用“墙根党课”平台

开展百堂党课宣讲，向辖区居民传播党的

声音，激励党员群众砥砺前行、奋勇争先。

同心为战 担当服务之责

寨上街道注重实践牵引，用工作成效

深化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下基层、

进村居，培塑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

德阳里社区党委开通便民渠道，优化

服务模式。与辖区单位合作，把党史学习

教育与满足居民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推动解决各类民生问题，为群众办实事、

解疑难。通过上门入户落实“四个走遍”，

面对面了解、解决群众的民生难题。走访

群众全覆盖，列出项目清单40余份，办好

疫苗接种、路灯维修、下水清掏、闭门器安

装等民生实事。通过为民解难题，真正把

党的理论送到一线群众心坎上。

平阳里社区党委将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及时召开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把理论学习贯穿始

终，坚持以上率下，不断筑牢思想之基，结

合有效履行使命任务与社区实际，谈收获

谈体会谈感悟，进一步坚定社区“两委”班

子投身基层工作的决心意志。组织基层

宣讲，探索形成“领导讲大课、基层讲小

课、居干讲微课、网络学党课”的授课机

制，引导辖区居民进一步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 记者 刘芸

寨上街道打造党史学习教育“强磁场”
连日来，寨上街道持续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通过打造多样的
学习阵地，激励党员从百年党史中
汲取精神力量，以标兵姿态练强服
务本领，在基层工作中下足“绣花”
功夫，切实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史少青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疫苗接种心得史少青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疫苗接种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