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楼：每月一次“吐
槽大会”

“ 卢 燚 雷 厉 风 行 、 脚 下 生
风，工作一丝不苟，就是太严
肃了。”9 月 1 日，鄞州区明楼
街道“全能社工”服务基地揭
牌 ， 同 时 推 出 社 工 “ 吐 槽 大
会”，社工林萍当面吐槽和丰社
区书记卢燚。被吐槽的卢燚非
但没有生气，反而笑意盈盈地
全盘接受。据介绍，“吐槽大
会”围绕专职社工和社区建设
展开，每月一次，吐槽对象可
以是社区书记、主任，也可以
是某件事、某项工作难题。对
于被吐槽对象，可以在被吐槽
过程中总结自己存在的问题，
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助推工作。

（鄞州明楼街道）

宁波南部滨海新区：
机械化操作助农忙

这几天，在位于宁波南部滨
海新区的下洋涂农田，宁海永丰
水稻蔬菜专业合作社的社员正忙
着实施无人机喷洒农药。一台无
人机一天喷洒农药近 700亩，相
当于 10 名工人 4 天左右的工作
量。近年来，许多农业合作社和
种粮大户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现
代化操作，耕地有翻耕机、栽种
有插秧机、喷洒农药有无人机，
助农优势明显。

（宁波南部滨海新区）

裘村：猕猴桃迎来采摘季

日前，奉化裘村镇吴江村星
隆猕猴桃园的 220亩高山有机青
皮红香猕猴桃进入采摘季。猕猴
桃香甜清爽，素有“水果之王”
的美称。该猕猴桃园已于 9 月 2
日正式开摘。

（奉化裘村镇）

白峰：“路长制”“路常治”

近日，乐大爷在牛头山路公
园晨练时，发现公园旁边比较隐
蔽的地方有一处建筑垃圾，通过
附近“路长公示牌”上的联系
电话，将情况反映给牛头山路

“路长”。“路长”立即安排环卫
站负责人陈磊处理，半小时后
垃圾得到有效处置。为深化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北仑区白
峰街道建立“路长制”长效管
理机制，对 12 条主要道路区域
内乱停车、乱堆物、乱摆摊、
乱开挖、乱搭建、乱竖牌、乱开
车、乱贴广告等进行有效防控。

（北仑白峰街道）

招宝山：入围省级旅
游风情小镇

近 日 ， 省 旅 游 局 发 文 公
布，镇海招宝山街道凭借其千
年历史人文积淀，以及海天风
光、海防遗址、宗教文化等现
有资源，成为第二批省级旅游
风情小镇创建培育单位，并成
为镇海区首家跻身创建培育名
单的单位。

（镇海招宝山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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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助残深入

生活照料是许多残疾人最大
的渴望。自 2013 年起，白云街道先
后建立两家社区残疾人阳光家园
——牡丹社区和云乐社区“阳光家
园”，分别设置办公区、健身康复
区、生活照料区、手工作坊区等功
能室，开展以残疾人基础就业服务
为主、康复为辅的日托式服务。同
时，经常性地开展各种棋类比赛、
趣味活动、心理辅导等。

每个月，云乐社区添翼助残中
心会组织社区内乃至全区的残疾
人，开展不同主题的手工技能培训
和有益身心的活动：剪纸、泥塑、串
珠类，购物、烹饪、烘焙，去鼓楼参

加义卖、走进军营等活动有声有
色，让助残服务中心像个大家庭。
成员之间还互帮互助，中心定期组
织残友们上门为老弱的残友打扫
卫生，并结对爱心企业，为残友们
长期提供手工包装业务，让残障人
士建立自信，激发潜能，更好地融
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

3 年 来 ，依 托 社 区“ 阳 光 家
园”、社区社会组织和爱心单位，街
道共开展 16 个助残项目，申请到
各类公益资金约 6万元，服务残疾
人 600余人次，提供残疾人社区融
合、个性化康复与培训、文体娱乐
活动、社会工作介入、心理咨询等
精细化服务，保障了助残工作常态
化、深入化开展。

公益项目助力

2015年，白云街道试点社区公
益项目助残，先后组建了 22支社

区助残社会组织，通过申报区公
益创投项目、区残联需求导向式
助残项目，提供包括心理辅导、
家政维修、文体娱乐、灵活就业
等服务，推动助残多元化、专业
化。

云乐社区添翼工作室对接爱
心企业提供一次性拖鞋、牙刷的
简易包装业务，让残疾人通过简
易劳动进行康复的同时，还能获
得一定的劳动报酬，许多残疾人
在这里找到生活乐趣，更增加了
生活信心。2016 年，该社区为残
疾人量身定制的 《天使加油站》
项目，还获得了宁波市“最具影
响力助残项目奖”。

牡丹社区恒爱公益编织站为
残疾人提供编织培训，还提供串
珠、剪纸、毛线贴画等 DIY 手工
培训及装配工作，以计件形式给
予一定的报酬，让一些社区残障
人士基本解决生活困难。

云丰社区王姐工作室通过小
组互动和个案辅导的方式，对有
需求的残疾人及其家属进行心理
健康干预；安丰社区的助残 E 公
益项目为残疾人提供义诊、义演
和手工艺制作培训，深受残疾人
欢迎。

社会力量参与

2011 年 4 月，残障儿童康复
机构海曙区满天星残疾人服务中
心落户白云街道联北社区时，还
不为辖区居民完全接纳。于是，
社区启动“童心携翔”项目，以
退休大叔大妈为主要成员的“微
笑义工队”和社区社工一起行动
起来，带动身边的人了解并接纳
他们。

如今，“微笑义工队”队长
王凤妹能认出“满天星”中所
有残疾孩子，对他们各自的喜

好也一清二楚；李运好师傅还
为他们拍了专题片。牡丹、白
云 庄 等 社 区 也 分 别 与 “ 满 天
星 ” 合 作 ， 开 展 社 区 融 合 活
动，为“星星农场”送去环保酵
素、有机肥料等。

辖区白云医院为“星宝”们
提供实践小课堂；武警二中队的
兵哥哥们和添翼服务中心结对，
为残障儿童开设“军营体验日”；
林凡服饰创始人林柱春常年为残
疾人提供就业岗位；宁波市公交
公司为安泰社区残障者洋洋提供
公共自行车管理的爱心岗位；最
早资助添翼工作室的吴丽琴女士
迁居别处后，仍在源源不断地为

“添翼”提供酒店用品分拣包装的
业务……“‘社区康复、社会互
助、有效融合、多元共享’的理
念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街道
社会助残氛围越来越浓。”白云街
道负责人表示。

近日，在海曙区白云街道云乐社区举行的一次感恩活
动中，二级智力残障人士小李将一束鲜花送给了义工“妈
妈”钱信菊，“母子俩”深情相拥。这些年来，钱妈妈一直将在
社区添翼工作室“工作”的小李当作自己的儿子，为他带来
亲手做的饭菜、制作合身衣服、帮助完成“工作”……小李的
冷暖胖瘦、开心难过，钱妈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白云街道有在册残疾人593人，其中二级以上重度残疾
人275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困难，像小李和“钱妈妈”这
样的帮扶模式在白云各社区不断被复制。“近几年对残疾人
基本情况调查发现，他们除了普遍有基本生活保障、治疗康
复的需求外，还有40%的残疾人有就业、社交、文化等提升生
活品质方面的需求，有30%的残疾人有就近在社区康复、就
业、融合的意愿。”白云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越来越
多的人对身边这群特殊伙伴伸以援手，党员帮、义工帮、邻
里帮……真情涌动。

母亲节举行“我的感恩妈妈的微笑”残友
们与义工妈妈一起过节。（白云街道 供图）

社区助残真情涌动社区助残真情涌动白云白云

本报记者 项一嵚
通讯员 景小芳 陈琼

位于宁波湾北部的裘村镇不
仅有大海馈赠的各类生猛海鲜，
还坐拥黄贤森林公园、马头古
村、横江湿地等秀美景观，拥有
巨大的“吸金引流”潜力。今年
年初，裘村与松岙两镇共同成立
宁波滨海时光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目前已接待游客 1 万多人，
其中还包括奉化区近 1/3 的疗养
职工。烘虾干、海带片、黄鱼鲞
等海产品有人上门收购，村民再
也不用去菜场摆摊，赚头却多了

好几倍。今年上半年，黄贤景区
接待游客 30余万人次，白岩山景
区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

然而，目前各景点业态比较单
一，旅游产业占全镇 GDP 比例与
旅游资源禀赋不匹配。“名头响了，
还要把规划做细做精。”分管旅游
的副镇长李永能介绍，为提高旅游
业附加值，今年全镇至少将投入各
级资金约 3000 万元，整合山海森
林资源构建全域旅游新版图。

多方合作，开创“多赢”局面。
去年，白岩山“最美风车公路”的图
片刷爆宁波人的朋友圈，但它其实
不是“公路”，而是国电电力鄞州白

岩山风电场的内部道路。既要把纷
至沓来的观景客从山间吸引到周
边景区，又不能影响电场工作、造
成交通隐患，裘村镇决定与松岙
镇、宁波友联盛业文化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共破这一难题。

“在保障安全有序的前提下，
为游客提供更多元的服务，把他们
留下来。”李永能介绍，将在山脚下
修建停车场，并在两镇各修建一条
通往山顶的公路，以电动旅游巴士
接送游客。山脚下还引入“智享单
车”100辆，计划在 10月投入运营。
还将引入“镜花园”森林木屋，游客
可住在山顶上看日出日落，赏风车

花海。山顶上还将建起高端帐篷露
营基地、滑草场、山洞酒吧、观景平
台等旅游设施。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建设“长
三角森林滨海旅游休闲目的地”的
目标日渐清晰。今年 6 月推出的
300亩彩色水稻漫画赚足眼球，几
家以葡萄、桃子、茶叶种植为基
础的休闲农庄也人气日增。依托
这里的 15.1 公里海岸线、5000 亩
养殖海塘和 13 个大小不一的海
岛，镇里还将进行“一岛一策
划”建设。今年，东升山屿和单
成岛将进行前期开发。前者以婚
庆为主题，建设草坪婚礼和摄影

基地；后者将建设 8 至 10 幢休闲
度假木屋，并在网上推出“谁是
岛主”拍卖活动，吸引团体游客
一次性承包所有木屋。

以上规划是重要增量，更重
要的是盘活存量资源。请来省市
旅游局和中国美院的专家做规
划，该镇将通过提升黄贤森林公
园、白岩山景区、水墨马头景区、横
江湿地景区和海岛风情度假区五
大特色旅游名片，建设滨海风情乐
活线、古村文化慢品线、森林休闲
康养线三条精品旅游线，扶持创客
共走农旅结合之路，引导村民参与
全域旅游。

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周永卫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江北春宏服装厂退休女职工
方坚奋近两年喜事不断，退伍不
久的儿子陈伟顺利通过城管员招
考，有了稳定的工作。她还住进
了宽敞明亮的新房。现在她每天
喜笑颜开地抱着小孙子，享受天
伦之乐。回想十年前家庭遭遇的
重大变故，方坚奋深有感触地
说：“10 年来，市总工会、江北
区总工会、庄桥街道总工会和江
北春宏服装厂工会领导给予全方
位的关心关爱，像亲人一样，让
我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对工会
我心里有说不完的感谢话，工会

就是我们职工真正的娘家。”
2008 年 5 月，方坚奋丈夫陈

鹏裕患食道癌，同年底，方坚奋出
现肺部糜烂症状。由于家庭经济困
难，加上照顾丈夫没有及时做手
术，方坚奋肺部穿孔，不能从事重
体力劳动，每月医药费数千元，只
能靠政府补助和厂里照顾度日。当
时，一家三口蜗居在一间不足 50
平方米的老房子内，一台彩电是家
中唯一的现代化家用电器。

时任庄桥街道总工会主席的
林春丽在对企业的走访中，得知方
坚奋家庭状况，立即启动关爱救助
绿色通道。一方面，按照有关规定
给予大病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另
一方面向街道慈善总会申请慈善
帮扶。同时，林春丽积极联系慈孝

浙商、浙江省劳动模范、江北永发
运输公司总经理陈国云与方坚奋
结对帮扶。

方坚奋儿子陈伟远在西藏当
兵，为了不影响他坚守祖国边疆，
方坚奋没有告诉儿子家里的变故，
直到儿子服役期满。2009年 12月，
当复员回家看到患重病多次化疗
躺在床上的父亲，陈伟才知道家中
发生的一切。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林春
丽深知，要让这个家庭彻底摆脱贫
困，必须帮助陈伟找到一份合适的
工作。为此，总工会一方面积极发
动各会员企业提供合适岗位；另一
方面，适逢街道招聘城管协管员，
林春丽多次向街道有关部门和主
要领导呼吁，希望街道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关照困难职工家庭。最终，
陈伟被安置到街道城管科工作。

随后，林春丽为方坚奋出谋划
策申请经济适用房，最终方坚奋如
愿以偿分到一套 70平方米的经济
适用房。

方坚奋只是江北各级工会组
织关心爱护职工的缩影。近年来，
江北各级工会在经常慰问节日坚
守工作岗位职工、建筑工地职工、
交警和环卫工人等重点行业职工

之外，不断健全困难职工档案，设
立 250家企业内部帮困基（资）金。
各级工会累计走访慰问困难企业
和受灾职工等 1万多人次。为困难
职工家庭学生实施“金秋助学”活
动，多方筹集助学资金，先后资助
200 多名困难职工子女完成学业。
不断扩大职工四个医疗互助保障
项目（在职住院、退休住院、特种
重病、女工安康） 覆盖面，参保
职工达18.7万人次。

山海作伴山海作伴 逛吃相宜逛吃相宜
裘村布局全域旅游新版图裘村布局全域旅游新版图

两排装饰着浪花纹样的小房子，室内挂着斗笠、蓑衣、鲎壳和鱼骨，还有几间供客人体验下厨的小厨
房，再过几天，这家名为“渔夫与海”的渔家乐餐厅就要在奉化区裘村镇开业。“我在镇里做过一个景观设
计项目，对这个滨海小镇发展旅游非常看好。”“80后”老板沈兴来自衢州，投资100万元来到奉化创业，不
只是为了满足对大海的向往。

裘村镇黄贤村明珠湖。
（江康恩 项一嵚 摄）

江北：
工会牵手相助，情暖困难职工

江北区总工会慰问剿劣一线职工。（徐欣 周永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