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贻丰园社区

深入学习“四史”坚守初心使命
时报讯（记者 马兰）近日，杭州道街贻丰

园社区党委组织社区党员开展以“深入学习四

史、坚守初心使命”为主题的宣讲活动。

活动中，杭州道街分管领导李永红从“中国

共产党百年辉煌”“全力建设美丽‘滨城’”等四个

方面进行详细解读。通过学习“四史”，大家认

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要在思想上弄清楚、

理解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据介绍，贻丰园社区党委将继续把党史学

习教育作为激发社区党员爱党爱国热情的重要

途径，全面带动社区党员队伍建设，使党组织的

坚强堡垒作用在社区建设中得到充分发挥。

安顺道社区

走进古典名著 重温“西游”之旅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安顺道社区邀

请共建单位的教师为辖区青少年开展“走进古

典名著 重温‘西游’之旅”活动。

活动中，老师用生动的语言配以有趣的插

画，为青少年详细讲解《西游记》中精彩的故事

情节。同时，为了加深青少年对《西游记》中唐

僧师徒四人性格特点的理解，活动还设置了看

图猜故事的互动环节，孩子们纷纷举手发言，

不仅增长了文学知识，还感受到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提升了文化素养。

文安里社区

举办健康讲座 宣传疫苗接种
时报讯（记者 马兰）为进一步推动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让居民正确认识疫苗接种，昨

日，文安里社区开展2021年滨海新区倡导文

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杭州道街健康

进社区活动。

活动邀请杭州道街向阳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兰阿勇院长向居民宣传接种新冠疫苗的必

要性、及时性和安全性。讲座从疫苗接种途

径、接种前后注意事项、疫苗接种后出现的不

良反应以及产生不良反应后及时就医等多个

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本次活动有效提高了

居民对新冠疫苗及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使居民

进一步认识到接种疫苗的重要性，营造了社区

共同关心、支持、参与接种的良好氛围。

依托“组织在线”平台

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2020 年 2 月，陈蓉蓉调任北邻村社

区。作为社区的一把手，任职以来，她带

头构建起党员联系网络和服务群众的工

作体系，以心系群众、共驻共建为先导，始

终着眼推进党建科学化水平，团结带领社

区工作人员全面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北邻村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区，辖

区内近70%是老年人，社区党委因地制宜

地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坚持共同缔

造，依托“组织在线”平台，围绕共谋、共

建、共管、共评、共享，努力打造邻里互助

新模式。

面对新形势的需求和挑战，陈蓉蓉

大胆推出“老社区、创新举”的工作举

措，以“组织在线”智慧服务平台建设为

契机，抢抓 2020 年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的历史机遇，用好、用活、用足现有政

策，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她主动联系各方力

量，把有一技之长的党员干部、团员青

年、居民群众、物业工作人员、辖区底商

经营者、社区民警、辖区学校老师、医院

医生等纳入“组织在线”服务队伍中，拓

宽平台服务领域，推动社区各项工作全

面快速发展。

开创社区治理新模式

让社区实现华丽蜕变
陈蓉蓉在上任时曾遇到重重困难，

她却迎难而上，抓班子、带队伍，急难险

重冲在前、干在先。与此同时，陈蓉蓉充

分认识到美丽“滨城”建设对社区工作发

展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简单化、粗放

式的社区工作方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

需要，必须以新的视角、更高的标准来重

新谋划思考。

陈蓉蓉千方百计为群众解难题、办

实事。她充分发挥领导班子成员的聪明

才智，疫情防控期间，一手抓防疫一手以

132工作组为依托，全面助推辖区经济复

苏，北邻村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得到辖区

居民一致好评。

她做到工作有力度、有点子，会干难

事，能干大事，敢干新事，以社区党建为

引领，助推社区各项工作全面发展。她

将社区党建工作与文明创建工作相结

合，充分发挥在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调

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工作。为彻底改变社区环境面貌，她实

行统一规划、统一拆违，努力打造滨海新

区旧小区文明创建示范小区。在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工作期间，北邻村整体环境

得到极大提升，治安状况得到有效治理，

居民纷纷称赞。

陈蓉蓉通过走访联系，与辖区多家爱

心企业、公益组织达成共建协议，每月为

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赠送米、面、油、蔬

菜、棉被等生活物资，还提供免费体检服

务，为困难群众解决实际生活需求。陈蓉

蓉还与辖区片警共同努力，为辖区独居老

人解决困扰多年的身份证明问题。

陈蓉蓉为社区做的一切，群众都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陈蓉蓉觉得，只要

党群齐心，就能够创建幸福美好的社

区，她始终坚守着这份初心，坚持在奋

斗的路上。 记者 马兰

时报讯（记者 马兰）为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近日，杭州道街组织 20 余

名机关干部职工开展“爱在‘七夕’·中华

经典诵读”暨好家风好家训主题活动。

本次活动诵读内容丰富，除了《再别

康桥》，还有《“七夕”的雨》《鹊桥仙》《牵牛

织女·“七夕”》等爱情诗歌。一首首经典又

浪漫的诗词完美诠释了爱的真谛，充分凸

显了爱情忠贞、家庭幸福等文化内涵。最

后，街道女性工作者们带来诗朗诵《家风

颂》，道出了对家风家训的真挚感悟。

此次活动让广大机关干部职工受益

匪浅，大家纷纷表示，不仅要大力传承和

弘扬“我们的节日”，争做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还要将

此次诵读活动中激发的强烈爱国主义情

怀转化为爱岗敬业、努力奋斗、为国家和

人民多作贡献的强大动力，以更强的责任

心、使命感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中。

时报讯（记者 马兰 摄影报道）为提

升道路通行能力，净化道路交通环境，近

日，杭州道街新园里社区开展非法占道

经营专项整治行动。

据了解，此次整治行动通过建立排

查台账，掌握社区范围内非法占道经营

活动底数，并联合杭州道街综合执法大

队对非法占道经营者宣传文明经营、文

明停车，对不按规定停放的非机动车以

及当事人在现场采取告知、教育等方式

劝导其规范停车。整治行动相关人员表

示，针对非法占道经营出现一处、整治一

处、管理一处、巩固一处，确保社区范围

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新园里社区整治非法占道经营行为

确保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杭州道街开展好家风好家训主题活动

诵读中华经典 传承好家风

让每位居民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服务
——记天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陈蓉蓉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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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党员要带
头做先锋模范，做这个大家庭的的勤
务员、服务员、保洁员。”杭州道街北邻
村社区党委书记陈蓉蓉经常这样说。
十年的基层社区工作经历，陈蓉蓉凭
着一股不服输的拼劲，从社区一线工作
者逐渐成长为社区党委书记，再到今年
获评天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在陈蓉蓉看来，社区党务工作不能
浮在表面，要深入到居民身边，让每位
居民都能实实在在地享受社区服务，提
升获得感和幸福感。她是这么想的，也
是这么干的，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北邻
村社区构建起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不
仅让每位居民都享受到了贴心服务，还
将无星社区打造成四星社区。

港星里社区

共建共享果园
缔造绿色美好社区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 报道 刘汯林 摄

影）日前，大港街港星里社区联合爱心公社公

益协会开展“共建共享果园，缔造美好社区”活

动，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家园。

当天一大早，大港一中的学生和社区居民

志愿者就扛着锄头、铁锹，提着水桶汇集到植

树地点。活动中，大家热情高涨，把一棵棵树

苗整齐地种植在土地上，又对周边的杂草和垃

圾予以清除，现场呈现出团结、和谐、互助的良

好氛围。

本次活动主要解决部分绿地黄土裸露、无

人管理问题，种植面积约200平方米，其中栽

种山楂树、月季花共100余株，均由爱心公社

公益协会出资购买。“希望通过共建共享果园

这一创新形式，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港星里社区居委会主

任韩涛说。

重阳里社区

宣传依法文明养犬
提高居民文明素养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 通讯员 白雪）日

前，大港街重阳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

“依法文明养犬 共建文明社区”主题宣传活

动，进一步提升辖区居民文明养犬意识，引导

居民依法养犬。

活动中，重阳里社区党委书记李学智向居

民们讲解《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提醒居

民严格按照犬只防疫规定，及时为犬只注射疫

苗和体检，在遛狗时必须使用牵引绳，及时清

理犬只粪便，做到规范养犬、文明养犬。此外，

社区还通过向辖区居民宣讲文明养犬知识、播

放文明养犬公益动画、微信群宣传等方式营造

浓厚的文明养犬宣传氛围。

据介绍，重阳里社区将继续引导辖区居民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提高居民文明素养，维护

整洁有序、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

制作爱国主题手抄报
巩固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日前，大港街兴盛里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组织辖区未成年人及家长代表

开展以“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手绘心

中理想”为主题的手抄报制作活动，巩固

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活动现场，孩子们结合日常学到的

党史知识，将心中美好的“中国梦”通过

七彩的画笔描摹出来。鲜艳的五星红

旗、党旗，金色的五角星，广袤的中国地

图、巍峨的古长城等跃然纸上，“请党放

心，强国有我”“少年强，则国强”“在实现

理想的道路上，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不断进取”……一句句励志格言穿插在

炫彩的画面中，表达出孩子们对党和祖

国的挚爱深情和对强国理想的坚定。孩

子们认真思索、相互讨论，家长和孩子之

间畅快交流，让现场充满温馨。经过将

近两个小时的绘画和创作，孩子们完成

了自己的手抄报作品，工作人员组织现

场评比，并颁发了奖品。孩子们拿着手

中的奖品，开心地合不拢嘴。

践行“光瓶行动”
引领社会文明新风尚

昨日，大港街港明里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港明未来星”——暑期大讲堂

举办“践行光瓶行动,从你我做起”专题活

动，吸引社区20余组家庭参加。

“港明未来星”队长郭老师通过讲

座、游戏、小视频为孩子们和家长们讲解

水资源的宝贵，教育引导孩子们在生活

中避免水浪费，让“光瓶”行为成为自觉

习惯。

随后，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拿起

画笔绘制节水宣传画，并将其张贴在社

区、宾馆、酒店，号召大家从自身做起，从

家庭做起，带动身边人自觉开展节水“光

瓶行动”，树立社会文明新风尚，共享美

好生活。

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在职党员先行
争当志愿服务先锋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大港街持续

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全街广

大在职党员履行“双报到”，充分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积极投身疫情防控、政策宣讲、

为民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在服务群众

一线，广大党员亮明身份、彰显榜样力量、

争当志愿服务的排头兵。

“目前采取的防控措施有哪些？顾客

进门扫码、测温、戴口罩是否落实了？”近

日，大港街34个社区进一步加强日常执

法检查，积极指导、督促辖区“七小行业”

从业者做好“双码”查验和疫苗接种等工

作，织密疫情防控“安全网”。

记者在福华里社区看到，每到一户，

社区工作人员和机关包片干部都会对照

疫情防控要求“找问题”“抠细节”，就“是

否专人负责防控工作”“是否了解单位职

工和从业人员返津情况”逐项检查，重点

检查商户“双码”查验、体温检测、提示佩

戴口罩、排队间隔1米管控、公共部位消

毒以及通风换气等落实情况。对于不符

合防疫要求的商户，工作人员要求立即整

改，并督促商户为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人

员做好详细信息登记，引导其就近到接种

点完成疫苗接种。此外，在职党员志愿者

及社区工作人员不间断巡回向商户宣传

疫情防控的新要求，明确对进店顾客的各

项检查步骤，要求各商户做细做实。

“我们按照‘快、严、准、实、全’的防控

措施要求，督促各个社区加大检查力度，配

合有关部门督促商家进行整改，确保问题

整改到位不留隐患。”参加社区服务的机关

党员康金伟说，“能够为社区的服务和发展

作一点贡献，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如今，在大港街道各社区，“我是共产

党员，我先上。”“自己多努力一点、多尽责

一点，疫情防控就少一点风险。”成为党员

们的日常用语，获得了居民群众的高度认

可和好评。

解决漏水问题
党员干部做群众贴心人
急百姓之所急，解百姓之所难，大港

街道党员干部始终心怀百姓，让每一项工

作有速度、有力度，也有温度。

“您好，是居委会吗？我家厕所漏水

了，您能帮忙解决一下吗？”“大娘，您别着

急，我这就过去看看。”8月12日晚8点40

分，正在办公室加班的兴盛里社区居委会

副主任曾美珊接到了居民的求助电话。

放下电话后，她立即前往漏水的15号楼2

单元4楼居民家中查看情况。

一进屋，曾美珊就看到居民家中厨房

和厕所交接处的地上铺着的毛巾已全部

被水渗透，房顶墙角处可见到清晰的水

印，厕所里传来“哗哗”的流水声。曾美珊

意识到情况比较紧急，立即跑到 5 楼敲

门，发现5楼住户不在家，马上又寻找该

户居民的联系方式。与5楼住户王女士

取得联系后，曾美珊了解到，王女士一家

目前在北京，无法立即赶回。曾美珊在征

得王女士同意后，在派出所民警的见证

下，找来开锁公司将房门打开，和民警一

起进屋查看情况。进门后大家这才发现，

5楼住户家的客厅房顶大面积被水渗透，

厕所的水已经蔓延到客厅地面，水是从6

楼漏下来的。

在和民警一起清理了 5 楼住户家客

厅、厕所的积水后，曾美珊再次跑上6楼

敲门，然而6楼住户也不在家。于是她继

续联系住户，和民警一起在门口等待了

40多分钟，直到房主石女士赶回家中，关

闭厕所阀门，解决漏水问题后才离开现

场。离开前，曾美珊叮嘱6楼房主尽快和

5楼、4楼住户取得联系，共同协调解决后

续问题。

“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时刻把‘想群

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作为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把‘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

办好想办法’作为工作的不变信条，为居

民群众排忧解难，为党旗增辉，为社区建

设添砖加瓦。”曾美珊说。

大港街通过一件件暖心事、一项项实

在的举措，让居民群众真实感受到了广大

党员干部的担当和作为，感受到了广大党

员始终心系群众，为群众服务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接下来，街道将继续办好实

事，让党史学习教育充满民生温度、深入

群众心中。 记者 李婷婷

大港街：党员争当先锋 为民排忧解难

多彩假期生活带给孩子专“暑”快乐
正值暑假，为进一步丰富社区未成

年人的假期生活，大港街各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高
孩子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参与能力，促
进未成年人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得到了
未成年人和家长的支持和好评。

“目前，街道积极指导督促‘七小’行业从业者做好‘双码’查验和疫苗接
种等工作，需要党员来加强日常检查，有哪些党员能参与？”“算我一个！”“我
周末和下班时间可以参加。”……这是大港街把党员先锋岗设立在疫情防控
一线，积极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到社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的一个缩影。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大港街创新学习形式，100多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辖区近万名党员迅速行动，让党史学习教育“动
起来、实起来”。

劝导非法占道经营者劝导非法占道经营者

诵读活动现场诵读活动现场

制作爱国主题手抄报制作爱国主题手抄报

学生志愿者积极参与植树活动学生志愿者积极参与植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