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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志愿者正在为居民扫码录入信息。

关注食品安全
守护舌尖上的健康

本报讯(通讯员 蒋成） 9 月
14 日上午， 长沙市天心区科普教
育学会、 天心区市场监管局赤岭
路监管所、 赤岭路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联合芙蓉南路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 组织开展 “尚德
守法 ， 食品安全让生活更美好 ”
科普宣传实践活动。

活动分为场外和场内环节 。
场外环节由赤岭路市场监管所 、
华测检测开展 “你送我检、 你点
我检、 共保舌尖安全” 为主题的
食品安全科普宣讲， 为居民提供
食品检测服务， 科普食品安全知
识。 居民们争先恐后将刚刚从菜
市场买回来的新鲜蔬菜及肉类送
到工作人员手中进行检测， “是
不是农药残留物超标” “是不是
加了瘦肉精” “馒头是不是染色
馒头” 等相关问题接踵而来， 现
场工作人员一一对居民的问题进
行解答； 另一边， 天心区科普教
育学会工作人员用 3D 打印机 ，
现场演示打印相关食品安全的作
品， 并将 3D 打印的纪念品 （芙
蓉南路徽标） 分发给现场群众。

场内环节由社区 “向日葵 ”
志愿团队组织居民在二楼活动室
开展美食制作体验活动。 志愿者
们首先为大家准备好用于制作食
物的模具以及各种食材， 重点讲
解寿司、 面条、 爆米花等美食的
制作过程 、 成功要领和注意事
项， 同时给大家普及食品安全知
识。 在志愿者的带领下， 大家纷
纷动手制作美食并相互分享自己
的制作成果 。 活动现场其乐融
融， 洋溢着 “家” 的味道。

通过此次科普日活动的开
展， 普及了食品安全知识和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常识， 巩固了群众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 营
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食品安全
事业的浓厚氛围。

活动现场， 赤岭路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向
居民宣讲食品安全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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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陈亭） 当区域
核酸检测工作成为常态化， 社区核酸
检测志愿者的需求不断增加， 为更好
完成区域核酸检测任务， 长沙市望城
区大泽湖街道东马社区党总支把党员
放在志愿服务的 “主战场 ” ， 制定
《东马社区党员志愿者参与常态化核
酸检测志愿服务活动方案》， 鼓励党
员加入核酸检测志愿者队伍。

制定方案
志愿者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东马社区临时核酸检测点有 3个，
所需志愿者人数至少 13人。 社区共有 8
个党小组， 4个支部， 共计 133名党员。

9 月， 区域核酸开始每周一次的
常态化检测。 为调动更多志愿者加入
核酸检测队伍的积极性， 社区制定了
党员志愿服务方案。 每周按照指定支
部负责制， 在党支部党员中招募核酸
检测所需志愿者， 党员根据自身实际
情况选择报名， 社区汇总支部党员报
名信息后， 再面向社区其他支部党员
和志愿者招募 ， 补齐所需志愿者人
数， 最后再根据两次招募情况对志愿
者分工和分点进行合理安排。 方案一
出， 便得到了党员们的认可与支持，
党支部书记和委员们讨论商量着怎样
组织党员参加， 党员们思量着自己合
适什么样的志愿者岗位， 党员微信群
里热闹起来了。

党员出动
核酸检测点成新的活动阵地

社区安排报名的党员按照就近原
则开展志愿服务。 按照网格划分， 第
一党支部以湖南省废旧物资交易市场
核酸检测点为主要服务点， 第二党支
部则以东马农贸市场核酸检测点为主
要服务点。 党小组长们统筹安排， 一
部分党员志愿者积极引导居民群众依
次有序排队， 提醒居民保持 1米距离，
戴好口罩， 进行信息登记、 人员分流等
工作， 维护核酸采样现场秩序； 还有一部
分党员志愿者则穿上防护服， 对前来做
核酸检测的居民扫码录入信息， 大家
分工合作， 现场井然有序。

第一党小组组长王涛以及小组党
员在核酸检测点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
升旗台旁边的工作台调换了个方向 。
影响出入的升旗台方向变成出口， 队
伍排队更顺畅 ， 现场居民们纷纷点
赞。 第三党小组组长杨文广特意提前

2个小时下班， 早早吃完晚饭就来到核
酸检测点布置场地。 临近核酸检测点结
束时间， 党员志愿者常波到附近工厂与
保安对接检测进度， 帮助在该点位参
加核酸检测的学生快速完成检测， 最
后 ， 在现场党员志愿者的合作下 ，
200 余名学生顺利完成核酸检测。

志愿活动结束， 党员志愿者主动
清扫现场丢弃的口罩以及其他垃圾，
为核酸检测志愿服务活动画上圆满的
句号。

携手同行
党员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

初心如炬， 使命如磐。 自从东马
社区党支部带领党员加入核酸检测服
务以来， 党员志愿者们不畏辛苦， 全
力保障核酸检测工作， 用责任和担当
为疫情防控工作奉献力量， 共同凝聚
起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 后期， 东马
社区将继续组织党员参与到核酸检测
志愿服务活动中。 同时， 社区将以群
众所需、 群众所急为重点， 引导党员亮
身份、 做表率， 更好地服务居民群众。

当家门口熟悉的面孔作为志愿者
出现在核酸采集现场， 现场的氛围也
有所不同。 一句寒暄， 一句问候， 三
两句的聊天， 让党员志愿者们的服务
开展更加顺畅。 他们时刻站在居民群
众角度思考问题， 让核酸检测既有速
度又有温度。

本报讯 （通讯员 金娟） “今天
的禁毒宣传教育让我受益匪浅， 更加
清晰地认识到毒品对个人、 对家庭、
对社会的严重危害。 我会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 ， 时刻告诫自己 ， 远离毒
品！” 小古道巷小学四甲中队的学生
姚静说。

为全面推进校园毒品预防教育工
作 ， 进一步营造浓厚的校园禁毒氛

围， 提高学生防毒、 拒毒、 禁毒的意
识， 9月 15日，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路街
道古道巷社区联合小古道巷小学开展以
“禁毒教育进校园， 上好开学第一课”
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期间， 志愿者通过 PPT、 展
示毒品模型、 播放视频资料等方式，
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向广大师生讲解了
毒品的种类特征、 如何远离毒品、 涉

毒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以及毒品的严
重危害等， 并指出青少年在预防毒品
方面存在的弱点， 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养成健康文明的生
活方式， 做到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此次活动使广大师生对毒品有了
更直观、 深刻的了解， 增强了广大青
少年明辨是非、 抵制诱惑的能力， 为
学生的健康成长夯实坚实的基础。

打造群众满意“红色品牌”

黄泥塘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
以社区发展治理为主线， 以居民需求
为导向 ， 打造 “四红四治 ” 党建品
牌， 发挥党建引领的组织优势， 积极
推行以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 以社会
治理联动指挥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社会组织孵化中
心、 法律服务与矛盾调解中心为支撑的
多元联动党建工作模式， 促进共育共
建， 画出基层治理的 “最大同心圆”。

社区精心打造微党课、 匠心堂，

邀请专家学者倾情助阵， 推动党的理
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 定期组织党
员到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扎实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 坚持以学促行， 让
“红色课堂 ” 更高质量 ， 更有特色 ，
更见实效。

“每个月开展不同类型的学习活
动， 让我时刻不忘初心， 践行一个党
员的使命和担当 ， 努力做好本职工
作。” 党员坚定地说。

充分发挥党员 “领头雁” 作用，
把所有支持基层治理、 参与基层党建
的先进要素和积极力量发动起来， 实

现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 “双赢之
效”。 便民服务驿站、 党群服务阵地、
党员示范店等针对性强、 聚合力足的
活动 ， 逐步形成以 “大党建 、 大服
务、 大管理” 的区域聚合效应， 引领
城市基层治理的新风貌。

黄泥塘社区与共建单位整合各自
的独特资源， 通过共享信息资源、 共
享平台阵地、 共享典型案例、 共享创
新成果、 共享发展成效等形式， 互通
有赢的平台 ， 让各类资源作用显性
化 、 扩大化 ,不断壮大为民服务的
“红色朋友圈”。

古道巷社区 禁毒教育进校园， 上好开学第一课

东马社区 家门口的党员活动阵地
芙蓉南路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