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桥头：上林湖夜鹭飞舞

近日，数十只夜鹭在慈溪桥
头镇上林湖水库觅食嬉戏。随着
环境的改善，今年夜鹭数量较往
年增多，且来的时间也较往年提
前。

（慈溪桥头镇）

牟山：LED照亮城乡道路

这几天，每当夜幕降临，余
姚牟山镇牟山村的路灯就会齐刷
刷地亮起来。该村路灯采用了经
纬度控制器，可根据地球自转和
公转的规律，精确计算当地的昼
夜时间，自动调整控制路灯亮灯
时间。除牟山外，泗门、阳明、
朗霞等乡镇 （街道） 也在进行路
灯节能改造，累计有 2万盏 LED
路灯投用。

（余姚牟山镇）

东胜：共话“家风·党情·
国韵”

鄞州东胜街道开放式组织生
活会日前举行。200 余名党员共
话“家风·党情·国韵”，抒发热
爱生活、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真
挚感情。90 岁老党员张佳根将
自己珍藏了 50 年的党章和三本
红色刊物赠送给了“90 后”党
员张金妮，希望新一代党员铭记
历史。党员志愿者夫妇邱永昌和
吴佩君将一套志愿服赠给了一对
年轻的党员夫妇，希望老一辈志
愿服务“接力棒”在年轻人身上
传递。近年来，东胜街道始终坚
持“星星之火代代相传，红色力
量方可延绵”的工作思路，整合
辖区党员打造“文创集市”“图
书爱心漂流”等多项公益活动，
组建“书香绿丝带”等 10 余支
特色志愿服务队，累计吸纳党员
志愿者600余人。

（鄞州东胜街道）

西周：精品农业种出
“抢手瓜”

这个季节，对于象山西周镇
农场主胡永达来说，是最为快乐
幸福的。相比去年，精品西瓜上
市 不 足 一 月 ， 产 值 已 达 10 万
元。胡永达自 2011 年开始种植
西瓜，经过几年精品农业探索，
他发现冰淇淋西瓜品质高、口感
好，客户群体比较稳定，可作为
主打产品。

（象山西周镇）

春晓：600亩晚稻插秧忙

眼下正是晚稻插秧的大好时
节，田间地头到处是一派繁忙景
象。北仑春晓 600余亩水稻田陆
续开始插秧，农户们使用插秧
机，大大提高了劳作效率。

（Hi春晓）

主持：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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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总动员
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社区文明周”启动伊始，西门
街道各老小区就与街道签订了一
份有28条内容的《居民公约》，其中
没有“禁止”“不准”等强制性语言，
代之以“应该”“建议”等引导性标
语。“这一公约是总结海曙区首份

《居民公约》——胜丰社区《居民公
约》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推行的。“这
一公约为胜丰社区获评‘全国社会
工作服务示范社区’助了一臂之
力，相信它也能成为助推社区居民
形成相互监督良好氛围的无声力
量。”西门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居民公约》推出后，西门各社
区上下齐心，社区党员干部、网格
长、楼道小组长等走家串户，积极
宣传发动群众，号召居民从身边事
情做起，做文明居民。

街道的文艺团队和辖区企业
也纷纷助力，文明创建宣传风风火
火。很快，一曲街道文艺团队自编
自演的“社区文明之歌”在社区文

艺汇演上推出，辖区20多家单位和
街道一起，开展“文明创建知识问
答竞赛”，文明知识的知晓率直线
上升。“过去总认为文明创建是一
阵风的运动，社区的宣传让我意识
到文明其实是一种良好的行为习
惯，需要大家持之以恒地坚持，美
丽 文 明 的 社 区 需 要 大 家 共 同 努
力。”居民王大妈感慨地表示。

有宣传更有实际行动。为解决
小区杂物堆放、乱晾晒、毁绿种菜
等“顽疾”，西门街道结合“民生为
实事项目改造工程”，联合区城管
绿化中心进行绿地补种、绿化带清
理，减少社区空地闲置现象。今年
以来，修剪 50 多棵树木、补种绿地
近 3000 平方米，补种树木 1 万多
棵，安装休闲座椅13把。与此同时，
街道还开展“包干粉刷”“白色假
日”行动，组织社区、保洁中心、在
职党员等，将 500 余个楼道 3 万余
平方米墙面粉刷一新，清理绿化带
垃圾 2 万余平方米、清理白色垃圾
100余吨。

针对老小区“牛皮癣”这一老
大难问题，西门街道推出“宣传引
导抓源头、集中整治抓实效、商家
配合抓典型、建立队伍抓长远”的

“四步走”措施，对反复出现的“牛

皮癣”商家进行收集整理、拍照取
证，并联合执法部门要求商家负责
清理，同时加强居民巡查监督，清
理各类小广告及非法张贴物1万余
张，“复贴率”明显下降。

“过去我们社区各种商家广告
‘满天飞’，现在社区宣传橱窗、公
共宣传部位，被《居民公约》、各种
公益广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宣传内容‘占领’，‘讲文明语、办文
明事、做文明人、创文明城市’的理
念深入人心，群众的行为观念正在
悄然发生着变化。”汪弄社区党委
副书记叶枝珠说。

群众齐参与
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广大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社区
文明周”活动，也构成了西门街道

“社区文明周”中一道道靓丽的风
景线——党员志愿者、义工服务
队、青年学生志愿者等形成合力，

“西门大妈”“自助式物业”“月光墙
门议事厅”等群防群治品牌次第亮
相。同时，一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升活动、一次楼道“三乱”集中
清理活动、一轮小区绿化美化整洁
家园活动、一次社区文体设施排查

活动、一次《市民公约》和《居民公
约》的宣讲活动、一次社区便民服
务中心服务提质活动等“六个一”
活动每月全方位开展。

“汪弄‘全民总动员’参与社区
文明创建，社区面貌变化有目共
睹。”叶枝珠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
汪弄社区有4950户居民，是西门街
道最大的社区，分别建于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小区陈旧，老年人多、
出租房多，其中还有不成套房，有
些楼道甚至没有防盗门，楼道内乱
堆放、不文明养狗、毁绿种菜、大声
喧哗、乱扔垃圾等日常不文明行为
在小区中曾见怪不怪。

“如今，社区文明创建蔚然成
风。楼道小组长每天上门宣传；社
区‘文明劝导队’每天两次在社区
巡逻督查；少数民族居民组成护
河队，定期巡查周边卖鱼河；很
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居民也开
始主动劝导身边不文明现象。”叶
枝珠开心地说，现在走进汪弄社
区，所见之处邻里和睦、环境洁
净，老小区焕发了新光彩。

同为老小区的翠中社区对此
深有共鸣。“‘社区文明周’活动
开展以来，社区志愿者积极投入
其中，社区环境有了质的提升。”

翠中社区党委副书记缪幸栋告诉
记 者 ， 社 区 党 员 志 愿 者 组 成 了

“监督小组”，从每个楼道开始行
动，主动粉刷楼道，劝导随地吐
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现象，积
极维护社区绿化和路面清洁；翠
柏幼儿园开展“大手牵小手”活
动，让文明素质的提升从娃娃抓
起；社区还联合物业公司，每个
月召开“物居联席会议”，及时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过去楼道随
意堆放、消防通道停车、毁绿种
菜等现象不见踪影，大家都深刻感
受到“人心齐泰山移”的威力。

“目前，高塘恒春小区正逢地
铁四号线施工，周边道路围挡多，
群众通行困难，居民投诉多。社区
由 45 人组成的党员志愿者巡逻队
在队长毕利忠老人的带领下，每天
风雨无阻派出 3 人小组，义务维持
交通秩序，为大家出行畅通提供便
利。”缪幸栋介绍，队员们都是退休
老人，但他们不顾高龄，认真负责
毫无怨言地为大家付出。一次，毕
利忠生病了，他竟让老伴替班。“就
是有很多像毕利忠这样的普通居
民为构建文明社区无私奉献，才让
我们的家园更加和谐美丽。”缪幸
栋感慨道。

本报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林芸芸 王绍其

组建“锋领银行”
发挥先锋作用

前不久，渡头社区党总支组织
召开党员大会，集体学习省十四次
党代会报告。听到“确保不把违法
建筑、污泥浊水、脏乱差环境带入
全面小康”这句话，大家相视而笑。

自“五水共治”行动开展以来，
他们见证了社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小浃江恢复了往日的清澈，脏乱的
旧房也变成了美丽的公园。“周末
有好多人来这里玩，我们要带头保
持好这里的环境卫生。”社区党总

支委员李明峰说。
去年 5 月以来，社区探索开展

“锋领银行”党员志愿服务活动，通
过平时积分、每季亮分、年终分红，
充分激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目
前，已有 98名党员认领了 7个锋领
银行志愿服务项目。

党员龙应宏是北仑启欣工艺
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平时工作很
忙，但认领锋领银行“护美浃江”志
愿服务项目后，每周一次的环境清
理行动他从不落下。“群众看党员。
我是一名党员，要带头保护好这里
的环境。”龙应宏说。

凡事党员带头干，这已成为渡头
社区的共识。如今，95%的社区党员参
与到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中，居民看到
这些党员志愿者也倍感亲切。

建立“微信群”
凝聚青春力量

“各位党员，街道近日召开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动员部署会议，请大家学习相
关会议内容。”青年党员李超群像往
常一样，打开“渡头社区青春党支部”
微信群，浏览着新推送的党建信息。

今年“五四”青年节，渡头社区
党总支针对青年党员居住地分散、
集中学习难等问题，创新党建工作方
式，建立青年党员微信群，通过在线
学习、线上交流等形式，吸引青年党
员积极参与社区党组织活动。

推送的每一条信息，都经过社
区党总支的精挑细选：内容扎根工
作与生活，增加青年党员的参与
度。如“五四”青年节前夕，推送了

“青春征集令”，成立“青青竹”宣传
队，用快板敲打宣传党风廉政建

设，宣讲身边好人好事，得到青年
党员的热烈响应。

如今，哪些活动回复的人数最
多，哪条信息的点击率最高，微信
群上一目了然。李超群说：“微信群
就像一面镜子，能督促自己注意平
日言行，加强日常学习，积极参与
社区服务，向一名合格党员的要求
不断靠拢。”

拍摄“微电影”
树立身边榜样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没想
到还被拍成了微电影！”得知自己常
年服务社区的经历被拍成微电影时，
71岁的老党员胡富堂显得很意外。

《第三支部书记胡富堂》是渡
头社区三度工作室拍摄的第四部
微电影。应冬菲介绍，这个团队成
立两年多来，已经拍摄了三部微电
影，每部5分钟至10分钟。

“微电影的主角是辖区居民。
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一股正能
量。”应冬菲说，社区拍的第一部微
电影讲的是七旬老人以实际行动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故事，第二部
是“北仑好人”乐国平的事迹，第三
部是社区书记治理小浃江的事迹。

拍摄身边人身边事，让这些微
电影格外“接地气”，每次放映都能
得到大家的追捧。居民周珊美表
示，看这些电影觉得非常亲切，应
该多拍一些。“我们应该怎样服务
群众？就要以这些身边的党员为榜
样。”看了微电影，90后社区工作人
员小林深有感触。

点滴力量汇聚成巨大正能量。
应冬菲说，一方面通过树立一面面
身边的镜子，引领党员干部和广
大群众自我对照，自我提升；另一
方面让更多人了解并理解党员的
辛勤付出，党群之间的距离更近
了。

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林嗣健 王谢雪

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促进其
就业和增收是践行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生动体现。江北白沙街道 5
号空间以党建为主体，依托公益服
务和社会组织孵化，针对残障人士
劳动力有限、行动不便、创业渠道
窄等特点，以“党建+公益”为残疾
人士创业铺路，本着“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的帮扶工作思路，对
残障人士创业提供项目、技术扶
持。

“来，跟着我的声音摸索过来，
大胆点。”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日湖

边上一个特殊的体验馆——“黑暗
空间”。经过四年的精心准备、三年
的课程研发、一年的资源整合，由
团队负责人、毕业于医学院校的视
障大学生王彦龙带领的盲人大学
生群体所开创的“黑暗空间”项目，
在江北应运而生，这是白沙街道重
点打造的助残创业项目。

“黑暗空间”的创始人王彦龙
在初中时因意外失明，“当时非常
绝望，如同陷入深渊一般。”王彦龙
回忆，当他有一天听到盲人女孩吴
晶收到了耶鲁、哈佛等名校的邀请
并获全额奖学金的新闻时，他的心
境豁然开朗，开始奋发学习，试图
找到人生的新路径。

大一的时候，王彦龙便开始酝

酿谋划未来的人生之路，在很多人
的指导和引领下，他发现创立“黑
暗空间”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于
是，他积极参与全国各类创业赛
事，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社会
关注盲人群体的就业问题。慢慢
地，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团队成
员 ，也 在 比 赛 中 ，找 到 了 “ 伯
乐”——丁徐柯。丁徐柯是白沙
街道 5 号空间运营团队的负责人，
5号空间旨在统筹社会资源，以党
建引领公益。在一番了解后，丁
徐柯向王彦龙的“黑暗空间”抛
出了橄榄枝。

王彦龙告诉记者，“黑暗空
间”是让体验者置身完全的黑暗
中，倾听内心的声音，对平时熟

悉的事物产生新的体会，意识到
视力和光明的重要性，并达到心
理减压的效果。他向记者介绍，

“黑暗空间”目前以面对团队客户
为 主 ， 可 以 根 据 客 户 特 征 和 需
求，量身定做黑暗同学会、黑暗
相亲会、黑暗团队建设等。“‘黑
暗空间’不仅能让人们在一定程
度上消除对残障群体的偏见与歧
视，最关键的是，还能为盲人群
体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这也
就是设立“黑暗空间”的初衷所
在。除了“黑暗空间”以外，位
于5号空间的乐咖啡也为听力障碍
群 体 提 供 了 就 业 机 会 。 丁 徐 柯
说 ， 乐 咖 啡 和 “ 黑 暗 空 间 ” 一
样，也就是用商业的手段，解决

残障人群就业等社会问题。据介
绍，乐咖啡利润的七成用于残障
人士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

白沙街道相关负责人说：“这
种运作模式是‘党建+公益’的新
尝试，以企业的形式运营，又能做
公益和慈善；既给残障人士提供免
费培训，又给他们提供和健全人一
样的就业机会。同时，所得的利润
也主要用于帮扶残障人士，与 5 号
空间的运行理念十分契合。”下一
步，江北 5 号空间将运用公益创投
专项资金，投入党建创新、公益创
投、党群共建活动等项目，推动

“党建+公益”特色的深化，把项
目变成清单，把清单变成服务，以
党建引领，以公益聚力。

““社区文明周社区文明周””唱响唱响““共建文明之歌共建文明之歌””

近日，海曙区西门街道胜丰社区30多名志愿者在社区党委
书记姚涛的带领下，拿着除草机、锄头、镰刀等工具，分别将胜丰东
苑、钱南等四个小区周边道路上的杂草、枯树根、临时堆放的垃圾等
清理一空，周边环境顿时让人眼前一亮。从今年3月西门街道在全
街道范围开展“社区文明周”活动，将每月第二周作为社区文明城市
创建集中整治周以来，这样的场景在西门街道司空见惯。

“西门街道作为中心城区居住区，八成以上是建于20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老小区，设施老旧、商居混杂，而且社区乱扔垃圾、乱
堆杂物、乱贴小广告、乱晾晒等现象屡见不鲜，各种文明‘顽疾’
反复‘回潮’。”西门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杨剑云介绍，为助推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和长效化，街道针对社区文明创建
的“短板”，整理了“创建难题清单”，“党员带头创、群众齐参与、
单位组织同支持”，奏响了一曲“共建社区文明之歌”。

一张锋领党员积分表，一个网上青春党支部，一场社区微电影，这些是北仑区戚家山街道
渡头社区党总支服务广大群众的三个平台，也是拉近党群距离的“三件宝”。

渡头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农居混合社区。目前有居民700余户，常住人口8600余人，其中老
年人多、困难群众多，外来流动人口多。社区党总支书记应冬菲说：“希望通过这三个平台，凝聚
社区党员和社区群众，共同为老百姓创造美好生活。”

渡头社区青年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俞继业 厉晓杭 摄）

江北白沙5号空间：党建引领助推残障人士创业

西门西门

北仑渡头社区北仑渡头社区““三件宝三件宝””凝聚党群力量凝聚党群力量

翠中社区社工居民粉刷楼道清除牛皮癣翠中社区社工居民粉刷楼道清除牛皮癣。。（（陈朝霞陈朝霞 江丽珍江丽珍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