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泗洲头：又到蛏子肥美时

日前，象山县泗洲头镇首届
蛏子节在墩岙塘村开幕，数千名
游客共赴抲蛏品蛏盛宴。当天，
远远地就看见已放光了水的墩岙
塘蛏子养殖塘内人潮涌动，有很
多人拿着铲子在塘泥里挖蛏子。

（象山泗洲头镇）

南商：打造创业者乐园

“不但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
的朋友，还得到了最新行业资讯，
在这里创业受益真大！”日前，南
部商务区某软件公司项目经理许
立挺坦言，自入驻南商以来，他们
公司享受到了一流的配套、环境
和服务，营业额迅猛增长，保守估
计 今 年 营 业 额 将 较 去 年 提 高
60%。据悉，南部商务区以广告设
计创意、互联网广告、影视制作等
三大特色产业为发展重心，打造
特色广告园区，到 2016 年底，园
区入驻广告及关联企业达 518
家，广告从业人员 8518 人，实现
广告经营产值 27.6 亿元，占全市
广告经营额的34.6%。

（宁波南部商务区）

浒山：泡桐花开美教场

近日，教场山公园的数十棵
泡桐树渐次开花，淡紫色的花朵
掩映在山林之中，把公园装扮得
色彩斑斓、美不胜收。

（慈溪浒山街道）

首南：税法宣传进小微
企业

日前，鄞州区首南街道举办
了一场“国地税联合税收辅导活
动”。税务干部就后营改增时代疑
难问题解读、小微企业税收优惠、
所得税年报申报等政策答疑解
惑。600 余名企业财会人员参加。

“营改增”一年来，当地税务部门
积极开展政策辅导及税法宣传，
通过纳税人学校、百家讲坛、税收
沙龙等方式，召开政策辅导会
150余次；同时通过微信、QQ群、
进企业等形式，帮小微和科创企
业了解政策、用好政策。

（鄞州首南街道）

庄市：“产学研”融合发展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联手中国
科学院大学，将在镇海中官路双
创大街区域建设中国科学院大学
宁波材料学院。作为“双创”人
才的摇篮，该学院将培育在学研
究生 2000 名，培养方向为科学
家、工程师、执行官、管理者、
企业家等知识创造者、知识技术
应用者与企业创造者，打造“产
学研”融合发展新格局。

（镇海庄市街道）

主持：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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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老旧“爱民梯”故障频频

被关停

狮子街95弄被居民统称为“大
板块”，上世纪 90 年代房屋交接时
并未修建电梯，在此居住的近 600
户居民出行必须走过四段坡道，有
近80级台阶。

考虑到“大板块”居民多为老
年人，为解决居民出行难等问题，
2007年社区牵头，由区人大代表向
海曙区政府提出议案，顺利建成

“爱民梯”。
经过近十年的运营，2016 年

起，电梯频繁出现故障，甚至出现
电梯困人事件。“为确保居民人身
安全，社区召集相关人员商量决
定，2016年10月3日起电梯暂停使
用。”郡庙社区原党委书记汤丹红告
诉记者，当时社区联系了维保单位对
电梯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电梯设备老
化，而且因为当时的制造商倒闭，无
法提供有效的后续保障。“爱民梯”
关停后如何提供后续服务？这一居民
关注的事情便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
实事被正式提上议案。

“三方会议”——
一波三折定方案

2016年 10月 8日，由社区牵头
召集社区、物业、业委会，召开“三

方会议”，商讨电梯后续事宜。参会
代表一致建议，由业主、物业、社区

（爱心单位赞助）三方出资，对电梯
进行升级改造。

“初次方案提出后，本着以人
为本的服务理念，我们还通过社工
上门走访，电话联系等方式，就‘爱
民梯’升级改造、共同出资的方案
对597户业主广泛征求意见。”汤丹
红说，没想到结果不尽如人意：一
些新住户认为，电梯是住宅配套设
备，应当由物业出资维修；也有业
主因房屋出租，对此事漠不关心，

“只有54%的居民同意，电梯升级改
造一事只能重新商议。”

为此，社区将统计结果进行公
示，并准备再次召开“三方会议”，
以“开放空间”的形式重新征集意
愿。“再次制定方案，不论社区还是

三方代表都更为谨慎。”居民代表
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大家集思广
益，提出了新的整改方案。经过一
次次“头脑风暴”和一次次否决再
议，2017 年初，新方案达到了规定
的民意调查同意率。

自治——
电梯后续运行有保障

根据新方案，社区向区物业办
申请调动一笔电梯专项维修资金。
由于审计原因，区物业办提出资金
需要发票开具再予以报销。为此社
区与工程商多次沟通，工程商愿意
助力“爱民梯”重启，在无押金情况
下先行启动工程。

“爱民梯”升级改造工程历时

大半年波折，终于有了明确的解决
方案，让汤丹红松了一口气。“电梯
是我在任时关停的，有朝一日重启

‘爱民梯’也是我的心愿。”汤丹红
说。

社区新任党委书记沈顺吉接
过了这个“接力棒”，承诺一定实施
好“爱民梯”工程。沈顺吉说，希望

“爱民梯”修好以后能够稳定运行，
“居民的自我管理意识增强了，就
能更好地管理公共设施。”

据了解，电梯升级改造工程预
计一个月。近日，社区将组织成立电
梯自治资金管理小组和电梯营运管
理小组。“一方面，电梯后续维护需要
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我们将探索以
付费刷卡乘坐电梯的形式来倡导有
偿服务和居民自治，让后续电梯运行
有保障。”沈顺吉说。

六旬老书记苦干九年六旬老书记苦干九年

溪口沙堤溪口沙堤：：昔日破烂村的昔日破烂村的““ ””蝶变蝶变

“沙里淘金勤作径，堤上古村景观新；成业还须通人和，方
圆一派群心敬。”这首当地“秀才”创作的藏头诗，赞扬的是沙
堤村的变迁和村党支部书俞方成在群众中的口碑。

近日，笔者走进奉化区溪口镇沙堤村，只见村民住房崭新
漂亮，居家养老中心里老人们高兴地吃着免费午餐，一些村民
在村里集中砌的大灶上烤笋……

“过去我们村可以说是最穷最苦了，就是个破烂村。现在，
天天可吃免费餐，是整个溪口镇里最幸福的！”今年76岁的樊
平良说。

本报记者 项一嵚
通讯员 徐闪闪 杨恩浩

爱好太极拳的市民多半在公
园或小区里练习切磋，但在慈溪市
观海卫镇社区教育学院，太极拳爱
好者却能免费享受新建的“O2O太
极拳教室”。古色古香的教室中有
一个宽大的投影屏幕，方便学员跟
着教学视频反复练习；把自己打拳
的视频传到网上，还能得到老师的
点评。

太极拳、传统糕点、方言故事
……在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小城，土
生土长的“卫文化”借助社区教育
的平台，走进千家万户。“都说传统
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但如何让
普通市民在传统文化熏陶中有所
学、有所乐，也得费心琢磨。”该镇
社区教育学院校长韩震达说，学院

的老师每人联系 6至 9户家庭学习
点，在定期下村调研的过程中，发
现当地人对“卫文化”很感兴趣，但
中青年人普遍对此没有全面了解。

观海卫镇是浙东地区历史文
化最悠久的古镇之一，有1200多年
的建镇史和 600 多年的建卫史。明
洪武年间的抗倭斗争在此留下了
一座“卫城”，又因为抗倭名将戚继
光声名远扬，当时的观海卫成为中
国沿海“四大卫”之一，是万里海防
线上的要塞。如何用好这笔人文历
史财富？从2011年起，开门创办“卫
文化”社区教育品牌的念头就在韩
震达心里扎下了根。通过查阅史
料、走访乡贤，他将“爱国、智慧、勇
敢、包容、进取”提炼为“卫文化”的
内涵特征，又将外延细分为抗倭文
化、古镇文化、人文文化、建筑文
化、民俗文化和红色文化。

磨刀不误砍柴工。厘清“卫文
化”的来龙去脉后，观海卫社区教
育学院加快了它的“实体化”进程。
在学校的围墙上，戚家军奋战抗倭
的彩绘栩栩如生，让人一进校门就
想起那段峥嵘岁月。依托当地多位

“文化达人”群策群力，该校还编写
了一套 18本的《观海卫社区教育特
色教材》，其中 12 本与“卫文化”有
关。翻看这些小本本，亲切感扑面而
来。年轻人为“犯关”“抬城隍”等老话
故事笑得捧腹，烘焙爱好者可学习
连环糕、橘红糕等三北传统糕点的
做法，观海卫太极拳的学习方法由
创始人郑国军详细编写，民间故事
和历代诗歌更是激发了对一方乡土
的共鸣。这套读本目前每册印刷了
1000余本，仍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平日，当地人喜欢来到社区教
育学院接触“卫文化”。每年，这里

会安排 5 期至 6 期“卫城讲坛”，听
老一辈讲述生动有趣的当地传统
故事，也成了不少小朋友的爱好。
当地第二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还将
这些老故事编成迷你剧，搬到了课
堂中。太极拳、传统糕点等培训班
不仅为当地人打开了爱好之门，还
为部分学员提供了新机遇。50多岁
的陈阿姨原本是个家庭妇女，自从

学会观海卫太极拳后，她的人际交
往能力大大提高，顺利得到了某保
险公司业务员的工作，并在去年获
得全省业绩第一名的佳绩。

“卫文化”是古老的，也是发展
的。今年，该镇社区教育学院还将
与当地的绿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在此创办“学习型农场”，带
动周边农民学习新技术、新思路。

老小区电梯老化亟需升级改造老小区电梯老化亟需升级改造，，如何破局如何破局？？

海曙郡庙社区居民海曙郡庙社区居民““自治自治””启动电梯升级启动电梯升级

据资料显示，我国有包括住宅小区电梯在内的超过160万部电梯正在运行，是世
界上拥有电梯最多的国家。按照电梯平均20年寿命统计，我国已进入电梯老化时期。
在宁波，据不完全统计，需要更换的电梯有近5000台。对老旧小区电梯改造升级来
说，其面临的资金等难题如何破解？

近日，海曙区郡庙社区灵桥小区狮子街95弄“大板块”区域通过居民自治方式，
召开“三方会议”征集民意，启动“爱民梯”升级改造工程，解决了居民盼望已久的

“老大难”问题，让居民感到非常开心。

“卫文化”点亮观海卫镇社区教育

学员在社区教育学院学做三北传统糕点。（项一嵚 韩震达 摄）

图为村老年人居家养老中心。（朱军备 摄）

千年古村，苦难深重的历史

这是一个古老的山村。据史料
记载，宋朝元丰年间，监察御史樊
良忠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辞官归
隐，居于此地。樊氏家谱记载：“此
堤自王山头起至瓦窑头止，怀抱族
聚，地界剡源之末，东怀剡溪，西接
雪窦山，南控公堂、高岙，北通白
岩、溪口，至奉化系四十里。”沙堤
因此得名，至今有900多年历史。据
介绍，该村还是奉化水蜜桃的原产
地之一，特别是在民国时期，在上
海很有名。“那时候，一个银元只能
买两只桃子。”村中老人说，如今村
里有桃林1000多亩。

这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村庄。清
咸丰年间，大平天国焚烧了全村。
1941年，日本兵进村，要求一村民去
当维持会长。该村民不愿当汉奸，偷

偷逃走。日本兵进村搜捕，不见该村
民，就杀害了十来人，他们还烧房，先
是点燃一些公房，大部分民房焚毁，
全村仅少量民房残留下来。

由于该村北靠大山，每遇大台
风，山洪暴发，洪水常常淹没沿溪
而建的村民房舍。历史和现实的天
灾人祸，造成沙堤村房屋老旧，村
集体经济贫薄。

60岁当村干部，一干就
是九年

2008年，60岁的俞成方被选为
村委会主任。为了当好村干部，他
将自己的企业委托给别人打理，一
心扑在村里。

头三年，他带领村干部，将倒
塌的米厂建成标准化的村级医疗
站；将倒塌的储备仓库、茶厂重新
建成厂房，出租以增加集体收入。
同时，新建了 9座公厕，新建了 3公
里机耕路，造地 80 亩，新造村委会
办公楼。2010 年，俞成方被选为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后三年发生的变化更大。俞成
方带领村干部，新建了村服务中
心、公园，绿化了村道，整修年久失
修的大坑水库。同时，对一条穿村
河道进行综合整治，使之成为集抗
洪、治污、美化、休闲于一体的民生
工程。

为了让全部村民住上新房，该
村采取分期实施旧村改造。一期已
建成新房168套，加上临街店面房
26 间 ， 总 建 筑 面 积 达 6 万 平 方
米 ， 至 今 已 有 半 数 村 民 搬 进 新
房。笔者在村里行走，看到新建
楼房如城市的高档住宅，尚未拆
除 的 老 房 子 低 矮 破 旧 ， 对 比 鲜
明。俞成方陪同笔者来到一处空
地说：“这里将再建起 5 万多平方
米的新房，方案已定，力争月底
动工。三年后，全部村民可住上
新房！”

据了解，该村刚刚完成党组织
换届选举，今年69岁的俞成方全票
当选，继续连任。

63位老人享受免费餐，
规划“花木长廊”2公里

时近中午，笔者走进该村的居
家养老中心，正遇上60余位老人在
排队打菜打饭。中午的菜是红烧
肉、烤笋、夜开花烤洋芋，还有一个
青菜汤。从 3 月 13 日起，沙堤村 75
岁以上的老人天天可到村里的居
家养老中心免费吃午餐和晚餐。

按现在两素一荤一汤的成本
计算，每人每天费用为 12 元至 15
元，一年下来需要二三十万元，还
不算人工费、水电费等。这笔资金
如何解决？

“老书记有办法。”村干部樊幼

掌说，这几年俞成方贴补村里的
钱，数不清了，这次也是他带头出
资。书记一带头，其他村干部、村民
纷纷捐钱赠物，宁波城市阳光酒店
总经理樊国运也慷慨出资，至今已
收到20多万元爱心款。“不足部分由
村集体资金开支。”俞成方说，这件好
事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为节省开支，村委会还想出了
一个好办法：向一户村民租了一块
农田，村干部人人动手，翻耕后已
种下了芋艿、毛豆等蔬菜，立夏时
就可采收了。

村南面的剡溪日夜东流，溪边
已种植了一些花木。该村干部酝
酿了一个“花木长廊”计划，打
算在这 2 公里长的沿溪狭长地带，
引进各种名贵花木，形成一个集
生产、展示、销售于一体花木产
销平台。

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胡根世

狮子街狮子街 9595 弄弄““爱民梯爱民梯””升级改造工程升级改造工程
启动启动。（。（陈朝霞陈朝霞 周唯轶周唯轶 摄摄））

滨海新区：720辆公共
自行车投用

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公共
自行车交通系统近日基本完工。
目前，园区 720辆公共自行车投
入试运营。除慈溪主城区外，该
园区是全市范围内唯一开通公共
自行车租赁服务的区域，这意味
着今后园区 2.3 万企业员工也能
和城区市民一样享受到公共自行
车租赁服务。

（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