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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海曙区
记者站张黎升 毛一波） 钟女士
600元，张女士 6000元，爱心人士
1800 元……昨天，海曙区西门街
道翠中社区召开爱心互助会 10 周
年大会，大会之前，翠中社区党委
书记徐意娜陆续收到了社区居民的
捐款，“很多居民每年到了这个时
候，就会如期来捐款，这已经成了
他们的一种习惯。”徐意娜说。

2007 年，翠中社区的吴婆婆
因感恩楼下顾忠勋师傅对她的照
顾 ， 从 微 薄 的 退 休 工 资 里 拿 出
1000 元现金送到社区：“这些钱就
放到社区，送给需要帮助的人，
也算是我的一分心意。”这也成了
爱心互助会的起源，自此，一股

民间的爱心力量开始萌发，海曙
首个自发性的慈善基金成立，此
后，不少社区也仿照翠中社区成
立了爱心互助会，帮助社区里需
要帮助的人。

“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个爱心
举措，能引发如此多的爱心力量，
坚持了 10 年，其中我自己也曾是
受助对象。”今年 72岁的顾忠勋告
诉记者，2009 年，顾师傅妻子查
出患了癌症，需要一大笔医疗费，
社区爱心互助会了解情况后，给顾
师傅送上了 1800元的爱心款，“以
前都是帮助别人，现在自己接受帮
助，切身体会了暖意。”顾师傅说。

记者了解到，10 年来，社区
爱心互助会共收到爱心捐款15.5万

余元，全部来自居民自发捐款。
“2007年互助会成立当天，就有 70
位居民捐款 1万多元，此后年年不
断。”徐意娜说。

84 岁的张奶奶是爱心互助会
的“捐款大户”，从 2007 年开始，
她 每 年 捐 款 5000 元 ， 去 年 “ 涨
价”到 6000元，“我是互助会理事
会的一名成员，看到这么多人得到
帮助，觉得爱心款很值得。”张奶
奶说。

还有一位 80 多岁的老党员，
每年年底，他会从银行里取出自己
的一笔高龄津贴交到社区；贾师傅
是一位肢残人士，去年参加了爱心
互助会 9周年的大会后，从不参与
社区活动的他摇着轮椅来到社区捐

款。辖区单位翠柏幼儿园连续十年
进行“爱心宝宝行动”，孩子们将
废旧材料义卖的钱捐给社区，总额
达1.59万元。

“截至目前，共有 33位居民接
受了帮助，以前我们主要帮助有重
病人的家庭，这两年，爱心互助会根
据特殊情况，会扩大需要帮助的范
围，但要经过理事会全部同意。”徐
意娜介绍，为了确保爱心款能公平
公正地发挥作用，从成立之初，社区
就选出居民信得过的人士组成 7人
理事会，每一次有对象需要帮助，要
理事会讨论通过才行。2011 年开
始，社区把爱心款放到慈善总会的
定向基金账户里，需要使用时，再
向慈善总会申请使用。

海曙首个社区基金会爱心互助坚守10年

捐款成为居民的一种“约定”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徐
华良 应国民） 眼下正是油菜籽收
获季节。记者昨天在奉化新建村的
花海科普体验区看到，2台收割机
在油菜籽田里来回欢跑，农民正将
一袋袋油菜籽往车上搬。

去年冬天，为打造花海，促进
全域赏花，增加农民收入，奉化区
农林部门和各镇 （街道） 鼓励农民
多种油菜，全区油菜种植面积达到
3500 亩，是近几年种植油菜最多

的一年。今年油菜花盛开期间，溪
口镇新建、萧王庙泉溪江、大堰西
畈、沿海中线和麦浪农场等地连片
种植的油菜花引来了八方游客，仅
赏油菜花游客就有约30万人次。

新建村村支书唐敦大告诉记
者：“为打造花海，村里把 120 亩土
地无偿让 60户农户种植油菜，并给
予一定的补助，油菜籽收入归农户
所有，这样极大地调动了农户种植
油菜的积极性。今年油菜花开花期

间，每天有近万游客和市民前来赏
花，共接待游客 20 万人次，带动了
村里农产品销售。下步，村里将发动
干部群众共同参与花海打造。”

花海科普体验区的 120亩油菜
籽为村民带来 7万多元的收入，同
时为打造花海经济走出了一条成功
之路。村民唐阿良今年种了 5亩油
菜，生长十分旺盛，油菜籽饱满，
亩产 130 公斤，按每亩收入 600 元
计算，增加收入3000元。

裘村镇庄下村种粮大户庄才军
今年种了 160 亩油菜，收成不错。
庄才军告诉记者，2台收割机不到
2 天时间就收割完 160 亩油菜籽。
油菜籽收割结束后，马上种水稻，
为粮食高产创造了条件。他计划明
年扩大油菜种植面积，提高土地产
出率，增加种粮收入。谷堡粮食专
业合作社的 200亩油菜籽也陆续开
镰收割，平均亩产可达 150 公斤，
预计收入15万元。

赏罢花海迎丰收 花样经济甜两头
奉化3500亩油菜助农二次增收

本报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郁诗怡

生产在即却发现模具有缺陷，
国外厂家要价 300 万元，期限要 3
个月，怎么办？没有丝毫犹豫，陆
荣良带领团队主动承接改造重任。
起早贪黑、屡败屡试，不到一个月
就交上了完美的“答卷”，总花费
50 万元，不仅为企业节省了大量
成本，更赢得了时间和效益。

这样的陆荣良，是如今许多吉
利人熟悉的技能骨干，他的多个创
新改造项目以展板形式挂在吉利汽
车北仑基地的模具工作区。可 26
年前陆荣良刚入行时，却是个十足
的“门外汉”。

1991 年 ， 陆 荣 良 高 中 毕 业
后，在老家江苏仪征的汽车制造厂
找了份工作，从事模具制造。“那
时什么都不懂，只能跟着厂里的老
师傅边做边学。”陆荣良回忆说，
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模具行业没有
数控技术，一切只能依靠双手来完

成。在没有现代化生产设备的情况
下，就必须在“锯、锉、钻”这些
基本功上下苦功，手上厚实的茧子
都是当年练功留下的印记。“干我
们这一行，手上磨出泡是家常便饭，
严重的时候吃饭连筷子都握不住。”

靠着一股子韧劲，陆荣良不仅
很快入了“门道”，技艺也越来越精
湛。2002 年，他跳槽到吉利汽车有
限公司，对技术的执着追求和一丝

不苟的工作态度让他渐渐成长为企
业的技能骨干。

2016 年，吉利汽车北仑基地改
款新能源车型，整个车身新增 82个
零件，246 套模具加上 5 套自制模
具，全部交由陆荣良主导负责。以往
这么大的项目，往往由集团制造中
心负责开发，现在让基地自行负责，
陆荣良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他没
有退缩、没有叫苦、没有找借口，虚

心学习、迎难而上，终于在年底顺利
开发完成并投入生产。

在吉利这 15年，陆荣良的成绩
有目共睹。2010 年至 2013 年，主导
完成了 20 余套模具手动线转自动
化生产改造工作，最大限度地提高
了冲压生产效率；2012 年模具不
涂油项目为公司节省生产制造成本
80 多万元；2013 年模具材料规格
尺寸减缩项目，一年可为公司节约
资金近460万元；2014年至2015年
顺利完成博瑞、博越新车型的模具
调试、整改，为其按期上市提供了
有力保障；2015 年完成混合燃料
车、电动车等多个新车型的部分模
具开发制作，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
力。

15 年 来 ， 不 仅 自 己 获 得 了
“全国技能能手”“全国技术操作
能手”“宁波市劳动模范”等多项
荣誉，他所带领的团队整体技术
水平也不断提升，有多人在全国
性技能比赛中获奖，为吉利集团
培养了一批高技能水平的模具后
备精英。

现在，陆荣良正主动跟新进
厂 的 大 学 生 学 习 电 脑 制 图 等 技
术。“要追赶工作，不要被工作追
赶”是他始终坚守的座右铭。

从“门外汉”到“技能骨干”
——记宁波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陆荣良

图为陆荣良在工作中。 （董小芳 摄）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
陈军杰 林深）“通过公示，我们
商会帮扶企业做的工作以及资金
使用情况都‘晒’了出来，这是
一种激励，也是一种监督。”近
日，宁海县深甽商会向该县民政
部门递交了社会组织年报所需要
的申报材料。与往年不同的是，
深甽商会的运行情况今年将被制
作成年报在网上进行公示。

这是宁海县创新社会治理体
制、提升社会组织公信力和透明
度、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
序发展的新举措。今年以来，该
县改进年检工作方式，首次对该
县 530 余家社会组织实行年报公
示制。参加此次年度报告的对
象，年报公示制后均不再出具年
检结论。年检将仅呈现“已年报

公示”和“未年报公示”两种状
态。

同时，该县对存在“财务制
度不健全，未执行 《民间非营利
组织会计制度》，资金来源和使用
违反有关规定的”或者“侵占、
私分、挪用社会组织的资产或者
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等 27条
情形之一的社会组织，审核予以
不通过，按规定列入“异常名
录”。对未按规定履行年度报告和
公示义务 （包括未上报和审核不
通过） 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
关将作为失信信息纳入“黑名
单”管理。

据悉，今后，该县社会组织
基本信息、登记变更、内部治理
以及业务开展、资产负债等相关
内容，均可通过网上进行查阅。

未提交报告的将被纳入“失信”黑名单

宁海首次实行社会组织“年报”制

本报讯 （记者朱军备 通讯
员陈家燕） 从 19日始，梁祝文化
园开启夜游模式。“夜·梁祝”大
型浪漫狂欢季以浪漫唯美、灯影
璀璨的全新姿态，喜迎夜归人，
让游客有一种时光流转、穿越千
年、梦回东晋的别样体验。

伴随着优雅美妙的梁祝小提
琴协奏曲，游客踏入梁祝文化园，
仿佛置身于梦幻世界。“梁祝真人
秀”越剧折子戏在古色古香的郎官
桥演绎，一曲婀娜多姿的舞蹈《化

蝶》醉如梁祝羽化仙境，还有蝶舞
长空放夜风筝等丰富多彩的节目
让游人流连忘返……

据了解，夜游期间，有主题
为“湿透全身·幸福一生”——全
民泼水大狂欢活动。还将举办

“舌尖上的网红 2017 梁祝首届网
红啤酒美食节”。金秋十月，还会
有“万盏荷灯，温暖梁祝”浪漫狂
欢季闭幕典礼。

“夜·梁祝”活动每天下午 4点
到晚上10点开放，持续到10月份。

梁祝文化园开启夜游模式

本报讯 （记者周琼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汤慧琳） 不
裁员或少裁员的企业，可以享受来
自人力社保部门的稳岗补贴“红
包”。记者近日从江北区人力社保
局获悉，江北区 2016 年度企业稳
定岗位补贴的申报工作结束。共有
1540家企业享受 2016年度企业稳
定岗位补贴 242.4 万元，申报企业
数量居全市第一，也创造了该补贴
实行以来企业申报数历史新高。

据了解，稳岗补贴政策旨在
通过向不裁员、少裁员、稳定就
业岗位的企业发放稳岗补贴形
式，预防失业、稳定就业。符合
相关申报条件的企业，可按照其
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总额的 50%给予稳岗补贴。稳岗
补贴主要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

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
提升培训等相关支出。

“我们会用好这笔资金，补助
职工生活，以便进一步留住人
才，减少职工流失率。”当地企业
宁波外轮理货有限公司的一位负
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获得总
额 193481 元的失业保险稳岗补
贴。这位负责人称，去年以来的
社保费率降低助推了企业的“轻
装上阵”，今年该公司不但裁员率
为零，而且新开发了多个就业岗
位，还新进了几名员工。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更多企
业享受到这一政策红利，在申报
前，当地进行了大量数据比对，
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多次以
短信、电话等方式主动联系企业
负责人，提升企业知晓率。

江北1540家企业享受稳岗补贴

本报讯 （记者朱军备 东钱
湖报道组祁珊） 5月20日，“南宋
实景课堂”开学仪式在东钱湖南
宋石刻公园举行，共有 57名学童
及家长参加。

活 动 贯 穿 国 学 、 玩 乐 的 理
念，包含“学”“技”“动”三大
系列常规性活动。通过入学礼，
让学童们在正衣冠、礼敬圣贤、
行拜师礼、朱砂启智、颂三字经
等环节中，学习“国学礼仪”；

“技”是参与“手工劳动”的活
动，学童们给不同造型的 Q 版石
刻塑像白胚上色，发挥想象力；

“动”是开展一些动态活动，主要
有“投壶”“蹴鞠”等古老的传统
体育项目，寓教于乐，潜移默化
地学习中华文化。

“一名学童在活动结束时，跑
到我身边，深深地作了一个揖，
当时就觉得很受触动，所有辛苦

是值得的，持之以恒就能够让孩
子们在国学文化的熏陶中养成良
好的礼仪习惯。”一名老师告诉记
者。

据了解,“南宋实景课堂”的
开设打破了公司景点运营模式较
为单一，以休闲观光型为主，单
纯的购买门票进入景点游玩的现
状，融入以“文化渗入活动·活
动盘活景点”的理念，突出东钱
湖文化内涵，通过举办“国学礼
仪”“三字经讲堂”“手工劳动”

“体艺比赛”“趣味拍照”等好
玩、有趣的亲子活动，并搭配

“ 诗 ”“ 书 ”“ 礼 ”“ 弈 ”“ 春 ”
“秋”六大月度主题活动，进一步
丰富了旅游产品。

有关旅游界人士表示，“南宋
实景课堂”活动是一种全新的尝
试，运作得好，有望成为东钱湖
亲子文化旅游的新名片。

东钱湖南宋实景课堂开学

本报讯 （记者张昊） 宁波市
道德讲堂总堂定于 5 月 24 日下午
2时30分举行第五十七讲活动，本
期活动由市文明办、市教育局主

办，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承办，主
题是敬业奉献。宁波市道德讲堂总
堂地点在宁波市图书馆三楼报告
厅。欢迎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加。

道德讲堂明日开讲敬业奉献

图为学生们在上课。 （朱军备 祁珊 摄）

昨天下午，“和你一起成长”
宁波市四眼碶小学第十二届社团文
化艺术节在文化广场保利剧院举
行，参演的 600多名师生集中展示
了该校 68 个社团在近年所取得的
教学成果，涵盖了文化、艺术、自
然、体育等各个方面。

图为该校蓓蕾舞蹈社学生表演
的《数字王国奇妙夜》。

（严龙 陈亚杰 摄）

“奇妙”
小社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