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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书法、听讲座、课业辅导、手工课程

社区“寒假学校”受欢迎
本报讯（记者 武海丽 通讯
员 张越）
“大人上班，孩子假期一
个人在家太单调”
“ 孩子在家没
人看管，上班也不放心……”如
何安排孩子的寒假生活，令许多
家长苦恼不已。
昨日，记者了解到，油南红
光社区的不少家长选择把孩子
送到社区办的“寒假学校”
。
“寒假学校”为期 35 天，每周
两节课，授课老师由联点单位党
员干部担任。社区和工作队借
助联点单位力量，增添了许多主
题鲜明、寓教于乐的活动，如美
术、书法培训，爱国主义教育，红
色手抄报比赛等，希望通过一系
列 活 动 让 同 学 们 有 所 学 、有 所
得 、有 所 悟 。 除 了 各 类 知 识 讲
座、课业辅导等提升综合文化素
质的常规课程以外，还特别设置
了传统手工艺课程，让同学们动
手动脑，激发他们的想象空间。
昨日，记者在“寒假学
校”看到，三四十名年龄不等
的学生端坐在桌前，在老师的
指导下学写毛笔字。
该社区学生阿不都拉今年 8
岁。放寒假后，室外温度低、天
寒地滑，考虑到安全问题，父亲
不准他外出。
“ 家里就剩我一个
人，除了写作业，我都不知道该
做些什么。”自从报名参加了“寒

一名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书法。
假学校”后，阿不都拉很高兴，他
说：
“‘寒假学校’开展了很多精
彩的活动，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而且在这里能和伙伴一起玩，比
在家里开心多了。”
“以前孙子一放假就在家里
玩游戏、看电视，令人头痛。现

在好了，社区开办了免费兴趣培
训班，真是替我们家长解决了后
顾之忧。”家住油南社区的居民
毛小红说。
据悉，1 月 25 日，社区“寒假
学校”正式开班，吸引了该社区
四十多名孩子报名参加。

本报通讯员 张越 摄
“今年寒假，我们要发挥联
点单位优势，将师资组织好，将
课程安排好，举办丰富多彩的活
动，让‘寒假学校’真正成为同学
们的‘快乐园’，家长们的‘放心
园’。”油南红光社区第一书记、
工作队队长王晓佳说。

■鱼水情深

新老两批队员虽然忙着交接驻社区工作

却不忘为结对亲戚过生日
本报讯（记者 武海丽 通讯
员 米艳）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
日快乐……”1 月 31 日，屋外寒风
阵阵，屋内暖意融融，高新区（白
碱滩区）新河社区木合力色小朋
友的家中充满了欢声笑语。
当天是木合力色的 6 岁生
日，也是 2018 年“访惠聚”驻新河
社区工作队入驻社区的日子。
在新老两批队员的忙碌交

接中，大家还惦记着结亲对子的
儿子木合力色的生日，想借此机
会让他们一家感受到来自党和
政府的温暖。
为此，一忙完当天的工作，
社 区 第 一 书 记 、工 作 队 队 长 杜
江，联点单位市审计局服务基层
干部罗杰和社区关爱联络员司
晓旭就带着生日蛋糕和礼物来
到了木合力色家。

“我们带着深情和责任来到结
亲对子家中，
与对子共同庆祝孩子
的生日，
同时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党的恩情送到亲戚家中，
把民族团
结的情谊融入亲戚心里。
”
杜江说。
大家一起帮着木合力色一
家布置房间，其乐融融围坐在一
起唠着家常。木合力色说：
“我
很高兴，
这个生日好热闹。
”
杜江是今年新任的社区第

一书记、工作队队长。他表示，
开展“访惠聚”驻村工作的意义
就是促进新疆各族兄弟姐妹亲
如一家、互帮互助。
“这是一次特殊的生日，在
欢声笑语中大家的关系更加融
洽。今后一年中，我们工作队会
努力做好群众工作，从点滴着手
温暖人心、凝聚人心，让社区更
加团结、和谐。”
杜江说。

■排忧解难

工作队帮居民装棉质门帘
本报记者 武海丽
通讯员 古丽娅·卡德尔别克
1 月 27 日，高新区 （白碱滩
区） 北坡社区居民吐鲁逊尼亚
孜·库尔班家的小院终于不再
漏风了，她高兴地夸赞：“工作
队真好！不管大事小事，只要
我们居民有困难，他们都会想
办法帮忙！”
帮助吐鲁逊尼亚孜·库尔
班解决问题的正是驻该社区工
作队副队长龙文。
“大姐，你怎么了？有什么
困难都可以跟我说。”最近一段

时间，龙文到吐鲁逊尼亚孜·
库尔班家走访时，发现她穿得
很厚，家里的暖气供热也正
常，可是她的感冒总不见好。
吐鲁逊尼亚孜·库尔班有点难
为情地说：“工作队到社区后，
这一年来居民的大事小事都操
心，我咋好意思什么事都向你
们‘吐苦水’呢。”
在龙文的再三追问下，吐
鲁逊尼亚孜·库尔班才开了
口。原来，她家的小商店是由
小院改造而成的。担心顾客进
门时被门槛绊倒，去年夏天，
她自己动手把门槛锯掉了一部

分。最近一段时间，气温越来
越低，寒风顺着门槛的缺口往
屋里钻。吐鲁逊尼亚孜·库尔
班早年丧夫，她独自一人整天
守在店里做生意，几次因为着
凉而感冒，“这都是小事情。过
几天我去找个工人装个棉质门
帘就行了。”吐鲁逊尼亚孜·库
尔班说。
“大姐，你身体不好，在家
好好养着，店里也离不开人，
装棉门帘这样的小事交给我就
好了。”龙文说。
从吐鲁逊尼亚孜·库尔班
家离开后，龙文直奔市场，买

了木条和棉质门帘，又找好了
钉子、锤子等。再次回到吐鲁
逊尼亚孜·库尔班家，他立刻
忙乎了起来。一个多小时后，
门槛上的缺口修补好了，棉质
门帘也“上岗”了。
“你又是跑腿又是干活，不
能让你掏钱。”吐鲁逊尼亚孜·
库尔班想把买材料的钱还给龙
文，但龙文说什么也不肯要。
“听说你很快要离开北坡社
区，去别的社区继续驻村了。”
吐鲁逊尼亚孜·库尔班对龙文
说，“有空了多回来看看，我做
抓饭给你吃。”

■工作实况

迎新春联欢会
本报讯（记者 武海丽 通讯
员 陈彬 刘凡）1 月 28 日，市教
育局驻西月潭社区工作队和社
区居委会联合举办了“民族团
结一家亲”新春联欢会。
联欢会吸引了小区近 200
名居民前来参加。社区联点单
位和共建单位的工作人员也应
邀参加了本次活动。
“此次活动是为了答谢一
年来社区广大居民朋友们对社
区、工作队的支持与厚爱而举
办的。”社区第一书记、工作队
队长李晨表示，晚会的大部分
节目均是社区居民自编自演的
原创节目。
联欢会以一首活力四射的
《青春舞曲》拉开序幕。豫剧表
演、模特走秀、独唱等十余个精
彩节目依次上演。活动中现场
还设置了“写春联、送祝福”和
“幸运抽奖”等环节。
该社区居民高凤琴说：
“这
次迎新春联欢会整场晚会节目
精彩纷呈，感谢工作队、社区组
织张罗，为居民演员提供了一
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返乡学生见面会
本报讯 （记者 武海丽 通
讯员 彭超） 1 月 29 日，市委办
公室驻和平社区工作队联合社
区组织召开了返乡大学生见面
会，辖区 15 名返乡大学生参加
了会议。
见面会上，参会的每位学
生逐一进行了自我介绍。返乡
大学生开丽比努尔·努尔顿号
召同学们要热爱读书，通过读
书认识世界，开启智慧之门。
返乡大学生阿依尼格尔·焦吾
达从遵守网络文明方面和大家
进行了交流探讨。返乡大学生
米尔扎提·麦麦提江说：“这
是我第四次参加社区组织的返
乡学生见面会，作为克拉玛依
的年青人，我们要牢记民族团
结的光荣传统，争做民族团结
的模范，带动身边的亲人朋友
为我们的家乡创建‘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市’作出自己的
贡献。”

安全教育讲座
本报讯 （通讯员 茹斯坦·
阿布来提） 1 月 25 日，朝阳社
区工作队和居委会组织青少年
开展了燃气安全使用知识讲
座，共有三十余名青少年参加
了活动。
讲解员从如何正确使用燃
气、预防事故的措施、燃气事故
的应急处理等方面进行具体、
详细的介绍，通过身边生动的
事例引导大家正确处理燃气事
故的应急方法。同时，呼吁大
家加强宣传，提高青少年对燃
气安全知识的知晓率。

“两学一做
两学一做”
”
学习教育
聚焦

“访惠聚”
第 15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