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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林：多管下地解决
“马路拉链”

为避免道路多次开挖，宁海
县梅林街道结合道路改造提升工
程，将电力、通讯等 10 种管道
线路统一埋入地下，并提前预埋
部分空管，以满足未来城市建设
需要，该工程将有效解决“马路
拉链”问题，提升城镇整体面
貌。

（宁海梅林街道）

东胜：让学生感受法
治文化

这个暑假，位于鄞州区东胜
街道的宁波书城法治长廊格外热
闹，几乎每天有学生到此，阅读
法治类书籍、观看普法视频。在
鄞州区，像这样以学生喜闻乐见
的方式开展普法活动已成常态，
今年暑假由鄞州区委政法委、鄞
州团区委等部门联合推出的“平
安小卫士带你游鄞州”活动更是
深得学生们的喜爱。在育乐湾红
领巾体验馆，学生们感受到了公
安、消防员、律师的一天；在天
宫庄园，学生们在游戏中学习了
自然科学知识，提升了防震减灾
技能……鄞州区团委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每年暑假，他们都会组
织学生参加“平安小卫士带你游
鄞州”活动，让学生在玩的过程
中学习法律知识，感受法治文
化。

（鄞州东胜街道）

大隐：“浙东小九寨”
夏日洒清凉

上周末，不少游客到余姚市
大隐镇芝林村的“浙东小九寨”
景区游玩。连日高温催热了景区
清凉游，来自宁波、上海、杭州
等城市的游客纷纷前来，在大自
然中避暑纳凉。

（余姚大隐镇）

桥头：上下齐心创无
违建镇

这几天，施工人员在拆除大
塘江桥头镇段两侧违法建筑。今
年，慈溪市桥头镇开展“无违建
村、河、路”等无违建创建活动。
目前，已拆除新二江、洋浦江、下
长江、上岙河、隆兴桥江、大塘江
等河道两侧 5米范围内违法建筑
89处、4432平方米。

（慈溪桥头镇）

慈城：发展新风吹遍
千年古城

近日，国家住建部拟公布第
二批全国特色小镇名单，江北区
慈城镇榜上有名。慈城新城是慈
城未来新增人口主要集聚区，今
年上半年新城试点区域提升整治
工程等 3 个海绵建设项目相继开
工。中心湖周边闲置地块的绿化改
造，施工总面积达到1.6万平方米，
目前项目设计方案正在细化中。

（江北慈城镇）

主持：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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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樊芸波

安装便民石凳是福明社区“实
事+微服务”工程的一个例子。社区
党总支书记裘金杰介绍，今年，社
区以党建引领推动社区治理工作，
深入发掘基层党组织、党员的作
用，瞄准群众的需求，通过“实事+微
服务”，精准发力，破解社区创建的难
点问题，打通服务“最后一米”，切实
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福明家园是中心城区最大的
农村拆迁安置小区，也是个老社

区。多年以来，楼道“牛皮廯”屡清
不绝，成为影响社区环境卫生的一
大顽疾。今年春天，社区党总支组
织近 40 名党员、志愿者，开展集中
清理整治。通过3天的“大扫除”，共
完成了 235 个楼道的清理工作。居
民们看在眼里，主动配合的人也多
了。社区趁热打铁，推出“我的家，
我来扮”整洁楼道评选活动，按照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要求，由居民代
表评判打分，各楼道“争抢”流动红
旗。活动开展四个月来，有 16 个楼
道被评为“整洁楼道”，“牛皮癣”返
潮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面子里子一把抓”，生活环境
变好了，社区将“实事+微服务”触
手 向 满 足 居 民 的 多 元 化 需 求 延
伸，升级“时间项目对接”服务机
制，从单一“定时定点”便民服务，
向“预约式”“最多跑一次”服务扩
展。

小区里有一支人见人夸的“萤
火虫”志愿服务队，酷暑严寒，每个
月为居民送上“家门口的服务大
餐”。服务队有33名队员，服务内容
涵盖了生活、健康、技术三大类，包
括中医按摩、配钥匙、手绳编织、小
家电修理等10余个项目。“萤火虫”

组成近三年，累计深入社区服务
600多次，服务居民8000多人次，服
务小时数以万计。

裘金杰说，近年来，社区“实
事+”目光更多聚焦到未成年人身
上，创造和谐的亲子环境和社区大
家庭氛围，效果不错。其中，最为有名
的是社区“小种子”公益亲子阅读社。

“小种子”以绘本为载体，3至8
岁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为参与对
象，让家长通过阅读走进孩子的内
心世界，一起陪伴成长。两年多来，

“小种子”已开展各类公益故事会
400多场，累计参加人数上万人次。

仅今年上半年，已开展了百余场公
益活动。目前，“小种子”阅读活动
已从福明家园社区向鄞州中兴社
区、海曙区柳锦社区、高新区广贤
社区、镇海区顺隆社区等众多社区
以及海曙区图书馆等地延伸。该组
织发起的“暖暖心绘本课关爱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阅读计划”获得 2016
年宁波市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银奖、浙江省青年社会组织志愿服
务项目大赛优秀项目奖。阅读社的
发起人，社区的党员志愿者郭学均
还荣获第五届宁波市道德模范提
名奖。

海曙记者站 毛一波 张黎升
本报记者 陈朝霞

近日，记者在海曙古林镇古林
村居家养老照料服务中心看到，占
地 2200 平方米的中心内，设有厨
房、餐厅、洗浴室、休息室、图书室、
娱乐大厅、影视厅、乒乓室、舞蹈
室、洗衣房、健身康复室等，老人们
中午一起吃饭，下午一起听戏，晚
上一起跳舞。“有志愿者时常上门
来洗脚、按摩，还有老人毛遂自荐
报名成为志愿者，为其他老人服
务。这是我们正在探索的农村居家
养老新模式。”海曙区民政局副局
长吴鹤立介绍，区划调整后，海曙
将进一步统筹融合养老资源，逐步
统一城乡养老设施标准。

从“吃”入手，解决一日三餐

“近几年，随着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老人物质上有了保障，空闲时

间增多，精神生活匮乏的矛盾立刻
凸显。很多老人搬把椅子从早坐到
晚，非常空虚。”说起建区域性居家
养老中心的初衷，古林村党支部书
记虞瑜君说，古林村有 600 多位老
年人，老龄化高达33%。

如何让老人走出家门并满足
他们的养老需求？虞瑜君想到在居
家养老中心内办“老人食堂”，先从

“吃”入手，解决老人一日三餐的问
题。“很多老人尤其是独居、高龄老
人，为了省钱，经常吃一个菜甚至
剩菜饭，还有的老人不会用煤气
灶，存在安全隐患。”

就这样，居家养老中心里设置
了“老人食堂”，一餐 7 元，2 菜加 1
汤 1 饭，有荤有素。“很感谢企业家
的爱心捐助和上级的支持，中心注
册为民办非企业后便成立了‘林基
金’。”虞瑜君说，目前，“林基金”有
200 多万元爱心捐款，老人每餐只
需3元钱，就能吃好吃饱。对于行动

不便的老人，还能享受送菜到家的
服务。

其乐融融，乐享个性化服务

“现在，我的精神状态很好，子
女不用操心。”说起自己现在每天
的生活，今年72岁的独居老人张师
傅非常满意。早上7点，他来到照料
中心，和老友们一起打太极拳，吃
了早饭后去棋牌室和棋友们下棋。
9 点，志愿者上门服务，为他理了
发。11 点左右，他到餐厅点了自己
喜欢吃的饭菜。和其他老人边吃边
聊。下午，中心有戏剧演出，张师傅
午休后，正好起来看戏，吃些点心，
再准备回家。

虞瑜君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老
人愿意走出家门，不少老人主动当
起了志愿者。今年65岁的郑如菊喜
欢热闹，之前一直在家里带小孩，现
在她不仅在照料中心找到了可以一
起跳舞的姐妹，还当起了志愿者，成

为村里广场舞负责人，还经常上门
服务其他老人。

现在，照料中心内集结了生活
服务队、红娘队、舞蹈队、腰鼓队，
中心还与社会上的爱心组织合作，
每月开展 4 次以上大型集体活动，
为老人提供义诊、理发、洗脚等服
务。“我们还会根据老人需求，举办
乒乓球赛、美食节等活动，让老人
能走出原本封闭的生活环境。”

对齐标准，统筹城乡居家
养老融合发展

虞瑜君告诉记者，照料中心运
行了半年多，也存在服务内容有待

提升和突破等问题。对此，吴鹤立
表示，海曙已关注到城乡养老工作
的统筹和居家养老的融合发展，
启动了全区养老工作培训，实现
服务规范一体化。同时，逐步统
一设施标准，在软件、活动、生
活需求上，让农村老人可以向城
市人看齐。

此外，今年海曙还将开放养
老市场，实现社会化运营。“引入
社会资本，是养老服务中心实现
可持续化发展的重要渠道，古林
村成立民办非企业是一种探索，
其他养老服务中心可以借鉴。”吴
鹤立说。

本报记者 沈孙晖
实习生 李添威
象山记者站 俞 莉 陈光曙

“进花，这根水管漏水，走路
不方便，你赶紧反映上去，找人
来修理。”走访时遇到村民董永文

“说事”，象山定塘镇下营村网格
长邵进花立即通过手机，将图片
和信息上报至镇社会治理综合指
挥平台，同时联系村里水电工。
维修结束后，她及时将办结信息
报送给指挥平台。

像这样“智慧”版“村民说
事”，如今在定塘镇多个村已蔚然
成 风 。 据 悉 ，“ 村 民 说 事 ” 融

“说、商、办、评”为一体，是象
山探索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
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实践创新。
今年6月，定塘镇在“规定动作不
走样”的基础上，创新“自选动
作”，将传统“村民说事”制度与
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社会治理综
合指挥平台相融合，借助网络技
术手段，积极打造“智慧说事”
新模式。

“传统‘村民说事’在实践中
大多侧重‘集中说’，每月固定设
立一个或几个说事日，到村说事
室集中说事。而‘智慧说事’不

再受限于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可
以随时随地说。”镇组织委员郑新
萍告诉笔者，“智慧说事”的关键

“细胞”在于网格长。每天，各村
网格长必须在片区走访巡查一小
时以上，收集村民说的各类事，
并及时通过手机“e宁波”信息系
统上报到指挥平台；同时，村干
部、党员、村民代表受理“现场
说”“上门说”的说事事件后，即
时登记在说事本上，当天交由网
格长录入信息系统上报。

“像下营村水管漏水之类可现
场解决、不需要协商的问题，我
们定为 I 级事件。”郑新萍介绍，
网格长现场编辑图片，将说事信
息及事情办结信息上报即可，“I
级事件随时随地说，第一时间解
决，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更好
地为村民送去‘及时雨’。”

对于需要村里协商解决的问
题，被定为 II 级事件。报送至指
挥平台后，工作人员马上通过电
话，将信息流转到所属村。由于
说事信息先一步“跑”起来，倒
逼村干部提前介入，排摸情况，
主动上门找群众说事，做足说事
日 的 事 前 准 备 功 课 ， 从 而 让

“商”环节能直奔主题，直切要
害。

渡头村菜场原先存在摊位混
乱、垃圾乱丢等“顽疾”，亟待整
治。接到指挥平台流传的 II 级事
件后，该村干部马上到各自然村
农户处走访听取意见，并进驻菜场
进行宣传教育。到了说事日，村干
部“开门见山”，直接拿出了一套切
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落实专人负
责 办 理 ；下 营 村 路 灯 晚 上 经 常

“瞎”，虽然网格长多次上报并及时
修复，但没多久又“故态复萌”。这
引起了村委会主任陈生汉的关注。
经实地查看，他发现路灯已老化，
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决定将

此 I 级事件升级为 II 级：村班子专
门召开协商会议，制定了 5 公里路
灯新增优化方案，彻底解决村民夜
间出行难题。

III 级事件则是村里无法解决
的问题，指挥平台根据事件性质，
自动流传给镇级以上相应的政府
职能部门。叶口山村村民陈长夫今
年试种了三亩“红美人”，前阵子打
药后经高温暴晒，果子色泽发生了
变化。他怀疑是用药问题，急得立
即向网格长反映。信息经平台流转
后，翌日县农林局专家就赶到了现
场。经实地勘查，专家排除了用药
过量问题，表示过几天就会恢复正
常，并给陈长夫“开小灶”指导
柑橘保护、修剪等知识。

说的事有没有办好？群众最
有发言权。对于“智慧说事”成
效，指挥平台工作人员会电话回
访说事村民，进行满意度测评，
并登记造册，作为“村民说事”

制度施行工作的量化考核标准，
并运用到村主要干部的年终考核
上，由此形成了各村比学赶超的
浓厚氛围。

“‘智慧说事’模式让‘村
民 说 事 ’ 制 度 搭 上 了 一 条 高 速
路，实现了群众少跑腿，信息多
跑 路 ， 进 一 步 拓 宽 群 众 说 事 渠
道，提升办事效率。同时，镇干
部打开电脑就能随时掌握群众当
前的主要诉求，摆脱了以往靠听
汇报的局限。”定塘镇党委书记张
蕴告诉笔者，“智慧说事”试行一
个多月来，该镇村民主动上报 112
件事，流转办理率 100%，召开村
务会商会议 43 次，接受村民意见
建议 51 条，协商基础设施检修、
矛盾调处等问题 104 个，办结率
87%，群众满意度 100%。目前，
定 塘 已 有 6 个 村 推 行 “ 智 慧 说
事”，计划于 10 月底在全镇 28 个
村全面铺开。

象山定塘象山定塘：：
打造打造““智慧智慧””版版““村民说事村民说事””

福明家园：
“实事+微服务”构建幸福社区

“这些石凳子真好呀，坐着又凉爽又干净！”今年夏天，家住鄞州区福明家园社区
的张阿姨习惯了晚饭后，坐在楼道口的石凳子上，与邻居一起摇扇纳凉聊家常。

像这样的便民石凳，社区里新安装了88条，完全取代了原来摆放的破沙发、旧板
凳。“脱掉旧棉袄，换上新西装”，通过拆旧补新，不仅美化环境，还在社区中形成多
个“聊天角”，赢得居民点赞。

“小种子”公益活动。 （余建文 樊芸波 摄）

城乡融合 老有所养

海曙探索农村居家养老新路径

志愿者在为老年人做美食。 （郑颖 摄）

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很多老人孤独留守农村，“出门一把锁，进
门一盏灯”，是很多农村老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让农村老人老有所养、愉悦生活，
是一个值得思索的社会问题。

通过手机将说事信息及时上报。

网格员每天走访，随时受理村民说事。（沈孙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