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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塑技艺、香袋制作、金银彩
绣、草编工艺……数百名周边居
民赶来助阵，一展特长。活动现场
爱心涌动，各式各样的公益活动
争相亮相。

记者在现场看到，活动还发
起了资金募集。江北实验小学 104
班的小朋友带来自己的玩具和手
工艺品，通过义卖，向辖区的驻地
子弟兵表达敬意。义卖摊前挤满
了购物献爱心的市民。

除公益项目对接、公益产品
义卖，现场的“微心愿”发布认领
吸引了更多党员群众参与。

营造氛围
构建多元化幸福夜市

据介绍，“公益夜市”固定在
每月 5 日推出。推出公益产品义
卖，设立公益旗舰店，线上线下双
管齐下，便利市民参与公益活动。
广大群众可以在夜市上购买物品
奉献爱心，也可以在闲暇时浏览
旗舰店网站购买。

白沙街道整合辖区志愿服务
资源，引导两新组织和社会力量
广泛参与公益活动。街道相关负
责人介绍，“公益夜市”源于月光
经济，以夜间购物、夜间义卖、夜
间休闲观光为主要内容，因其温
馨、灵活、多元、闲暇，成为城市夜
晚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它让奉献
爱心无界限、让共享资源零距离，
让公益服务更具平台化、便利化、
常态化。

通过“党建+公益”普及公益
理念，白沙街道以“5号空间”为依
托，搭建永不落幕的“公益夜市”
闲暇公益平台，吸引了 30 余家公
益服务组织和团队参与其中。

在公益夜市（集市）中，群众
可以在享受志愿服务或休闲散步
时，随手为项目捐资，也可对高校
大学生公益创投产品、爱心企业

（人士）捐赠的书画作品、爱心物
品进行竞拍和义卖，还可对群众
微心愿进行集中登记，更可以引
导有一技之长的义工为群众提供
必要的帮助。

深化载体

推出主题式公益夜市

为丰富活动内容和载体，让
公益夜市更切合民生，白沙街道
相继推出“公益+旅游”“公益+教
育”“公益+健康”等主题式夜市活
动。

“公益+旅游”主题式公益夜
市旨在为市民送上丰富实惠的旅
游产品，并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夜市现场，宁波市旅游局、主要景
区、旅游夜市会员单位等，发放旅
游优惠券等宣传资料，提供抽奖
及旅游维权咨询。

“公益+健康”主题式公益夜
市为市民送去眼科检查、血糖测
量、口腔护理、中医把脉、磨刀、理
发等便民志愿服务，调集宁大附
属医院、白沙医院、宁波大学医学
院等医疗资源，以公益援助为主
要形式，向社会征集300名疾病患
者，为他们制定康复计划。

“公益+教育”主题公益夜市
旨在帮助民工子弟学校、辖区困
难学生助学圆梦，第一期“公益+
教育”主题式公益集市义卖筹集
公益金 1.66 万元，已通过购买微
心愿和其他认领微心愿的爱心人
士物品一起，分批送到四所民工
子弟学校的贫困孩子手中。

“公益+党建”主题式公益夜
市，由区党员服务中心、爱尔眼科
义工小分队、完美义工服务队、孔医
堂、宁大医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小队

等组成。“其中，完美义工进万家免
费清洗空调”项目，受到市民热捧。

益起圆梦
打造微心愿集散地

为打响微心愿品牌，白沙街
道推行“5 号空间+公益夜市”模
式，打造全时段微心愿集散地，通
过征集困难家庭以及特殊群体微
心愿，开展爱心书籍、手工品、玩
具征集。书包文具、电扇暖炉、医
护器具、陪护关爱，虽然每个心愿
都不难完成，但每个心愿的背后
都是一位许愿人的殷殷期望。去
年12月白沙街道将“微心愿”单独
作为创投项目，主动承揽宁海大
蔡小学 56 个微心愿，并通过公益
夜市认领，召集区域社会组织党
员、爱心人士认领等方式实现微
心愿募集，共筹集公益资金和社
会认领 5000 余元，并将微心愿礼
品送到孩子们手中。截至目前，已
征集微心愿上万个，认领完微心
愿2000多个。

立足于人人可参与、人人能
参与、人人都受益，公益夜市形式
亲民，内容多样，从居民需求出发，
法律咨询岗、家电维修岗、健康义诊
岗亮点纷呈，其中白沙义工队伍更
成为公益夜市中一张靓丽名片。中
国好人候选人“董江珍”、浙江好人

“刘福旺”等都是白沙义工中涌现的
先进典型，他们助残、助困、助老
之举为世人传唱。

本报记者 朱军备
东钱湖报道组 祁珊 翁芳频

老宅、酒坊、古树
昔日辉煌依稀见

俞塘村背靠蟠龙山、翔凤山，
右侧是金字山，一条清溪从北向南
流下来，从村庄的右侧流过，直奔
塘溪镇的方前村，经过老鼠山，然
后流入鄞州区第二大水系——大嵩
江，最终流入大海。

三面环山，一溪穿村。73岁的
俞惠定老人如数家珍地说，这里的
祖先山静公为了躲避明永乐年间的
战乱，从东钱湖的洋山岙迁移过
来。这么算起来，建村有 600 多年
的历史了。村中曾建有上房五福
堂、下房树德堂，里门里四合院，
俞氏宗祠、裴君庙。“建村以来，
各房先后续建 21 座堂沿，堂沿坐
北朝南，民房东西对向而建，整个
村庄形成了 21 座大院落，浙东民
居特色格局明显。”俞惠定自豪地
说。

在公路未通之前，此处是交通
要道。从象山过来的商人、贩卒，
在此驻足停留，然后坐航船从东钱
湖进入宁波城。贩牛的小商，还得
在此住上一晚，等牛吃饱、喝足之
后，才能前行。

当年，小小的村落里开起了
“元泰”“合兴”“永利”等多家南
北货店，办起“顺兴”“顺泰”“顺
和”三家酒坊，还有胜利卷烟厂。

行走在俞塘村里，新房与老屋
杂处，里弄小道曲径通幽。但许多
老屋早已被风吹雨打，不见踪影。
好不容易，在小弄里寻到了“顺兴
酒坊”旧址，砖头门楼、瓦爿墙还
在，而酒坊样貌已很难辨析。想当
年，这个酒坊可能也是利用住宅兴
办的。离开酒坊 20 余米，在右侧
的空地上回望，发现邻居屋顶上倒
放的几只酒埕，莫非以前就是用它
来装酒出售？

古村必有古树。果然，在村东
首的蟠龙山脚下，耸立着一株古银
杏树，高达24米，树胸围3米。据
说，这是下游沙氏在本村村民迁居
之前所栽，那这棵树的历史在 600

年以上了。不远处，还有一棵肥皂
树 （学名无患子），胸围1.5米。俞
惠定透露，在山岙里还有一棵石将
军树 （学名苦丁茶），需几个人合
抱，根生在悬崖上，非常壮观。

廊桥、礼堂、民宿
如今打造旅游村

随着公路开通，俞塘村日益被
人遗忘。如今，这个 600 多户人家
的山村，村民靠山林、茶叶，以及
办些小企业创收，村级经济年收入
仅 26 万元，成为需要帮扶的欠发
达村。

今年换届选举之后，新一任村
级班子决心振兴经济。清查了新老
账目，催讨了欠款。同时，村大龄青
年安置房在顺利建设之中。

绿水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银
山？村主任俞东波介绍说，开发乡
村旅游已提上村委会的议事日程，
正在积极争创旅游特色村。

东钱湖镇联村干部袁战友介
绍，目前，村里已委托宁波市规划
设计院对村庄进行重新规划，并策
划实施旅游特色村方案。计划在亭
溪上兴建一座风雨廊桥，既作为乡
村风景点，又能解决停车难，并在
沿溪建设一条景观带、慢行步道。

同时，计划改建一座建筑面积为
1400平方米的文化礼堂。

俞塘村风景秀丽，青山、溪
流、森林，将民居包围，是城里
人前来休闲、养生的好地方。村
委会计划将原幼儿园一幢四合院

出租，作为民宿项目，对外招商引
商。

此外，近年该村修缮了裴君
庙，组织了一支民间文艺团队，20
多位老人能奏民乐“三落”“木莲
花”，能拉二胡、打七面锣。

亭溪岭东藏古村亭溪岭东藏古村

沿 215省道往东，车过韩岭岗，向右拐入一条小道，
穿过一片小树林，眼前是一片开阔地，山谷之中，村庄静
静安睡，炊烟袅袅，溪流淙淙。600多年历史的俞塘村就在
这里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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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白沙：
“公益夜市”打造百姓幸福魔方

俞塘村一景。（朱军备 摄）

5号空间、91576部队、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江北和谐文化志愿服务队、星
宝自闭症家庭支援中心志愿服务队、白沙义工协会……夏日的日湖畔，夕阳的余温还
未散去，知了在树上懒懒的叫着，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天气依然闷热，江北白
沙街道近日组织的“公益+统战”主题公益夜市上，江北的公益社会组织人员与不少爱
心人士挤满了纳凉广场。十余个志愿服务摊点，不仅提供法律咨询、中医义诊多个便
民项目，还征集爱心店家，以便发动更多店家融入江北的爱心洪流当中。

图为白沙“公益+统战”主题公益夜市现场。 （徐欣 摄）

这段时间，象山西周镇副镇长汤世祥、工办主任周仲毅
等小分队成员，每天冒着酷暑驻扎位于该镇永欣路附近的施
工现场，狠抓项目进度。“明年8月，这里将崛起一个小微企
业集聚区，投产后年产值能达到5亿元，为我们西周工业发
展再添新动力！”汤世祥如是说。

西周镇领导在考察小微企业。（周科 沈孙晖 摄）

本报记者 沈孙晖
实习生 李添威
象山记者站 俞莉 陈光曙

西周是象山县工业强镇，去年
规上工业产值 133亿元，位列全省
百 亿 工 业 强 镇 第 11 位 。 为 抓 住

“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着力推
动小微企业由“低散弱”向“高精
优”迈进，同时也帮助这些“树
苗”渡过经济实力弱、资金缺乏、
融资困难的初创期，西周着力打造
小微企业集聚区。

据介绍，该小微企业集聚区根
据产业发展需求与功能定位，将以
汽车配件、塑料模具、食品机械以
及高精尖等行业为主。项目概算总
投资 5 亿元，用地 246.7 亩，其中
公建部分占地 52 亩，规划用于企
业厂房部分占地 194亩。整体规划
划分为生产加工制造区、餐饮娱乐
区、科研生产区和生活服务区四部
分。该项目也被列为象山县“大脚
板走一线，小分队破难题”抓落实
专项行动的重大攻坚项目。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该镇由
分管工业的副镇长带队，与工办工
作人员组建攻坚小分队，成立现场
工作小组常驻工地，并专门聘请业
主代表加入，一线协调，解决施工
进度、质量、安全等问题；遇到重
大难题及时上报镇里，交由党政班
子会议和书记办公会议研究解决。

“进行基础打桩时，因施工设
计未能充分考虑当地的土质问题，
导致桩不够多，不够长，承载力不
够，起初验收没合格。”周仲毅告
诉笔者，为确保项目如期推进，现
场工作小组立即请有关专家、勘测
设计单位以及质监部门来实地察
看，联合会审“把脉”。经过半个
月的科学论证，一份桩体加长、加
密的设计方案最终出炉。在施工补

救后，基础打桩成功通过了验收。
据了解，从项目开始至今，该镇已
召开现场协调会 21 次、企业座谈
会 17 次，解决涉及工程项目问题
12 个，涉及企业投资、厂房设计
问题7个。

在一线攻坚破难下，建设项目
进展顺利，累计已投资 3.1 亿元。
目前，公建部分土建主体工程全面
进入粉刷阶段，内部道路已具备基
本使用功能，供水管道全线贯通，
电力排管结合 500万元中央资金项
目打包施工；规划企业厂房部分的
39 个区块中，已被认购土地 14 个
区块，目前完成施工图设计和打桩
工程，有 3 家小微企业已开工动
建。对未转让土地区块，由镇里进
行统一开发建设小微企业租赁厂
房，经广泛征求企业意见，目前镇
投统建厂房已完成初步设计方案及
概算，计划10月底前开工建设。

同时，小微企业集聚区招商引
资势头良好，现已落户入驻 14 家
企业，拟投资 2亿元。给华翔集团
配套加工，主要生产汽车内饰件、
核桃木件的美久装饰有限公司，去
年产值 1500万元，现已签订入园投
资协议，预计投资 1000 万元；从事
航模螺旋桨研发制造的盛凯航空模
型制品厂，每年对产品研发的投资
强度，占到企业总投资的30%以上，
在业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该企业
预计投资 1500万元；瑞霖食品机械
制造厂主要生产啤酒罐整套设备、
罐装体等，同时也为宁波乐惠配套
加工，入园后预计投资3100万元。

“考虑到本项目的建设规模较
大，我们会不断迈开大脚板，攻坚
解难题，合理安排项目施工进度，
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方式，
让该项目发挥最大的效益，为小微
企业搭建发展平台，帮助他们健康
成长。”西周镇党委书记史建立说。

修缮后的裴君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