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桥：猕猴桃迎来
采摘季

近日，在位于象山县新桥镇
庙前杨郎家岙村的吉永猕猴桃合
作社里，成熟的红心猕猴桃挂满
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这里
种植的 30 余亩猕猴桃已进入采
摘旺季，采摘期可维持一个月。
今年种植的猕猴桃略有增产，亩
产可达 1000 公斤，价格为每公
斤20到40元。

（象山新桥镇）

澥浦：社会组织有了
“新家”

镇海区澥浦镇社会组织综
合服务基地改造工程已进入冲刺
阶段，预计下月竣工投用。建成
后，该基地将整合工疗站、海田
阿姨、守望中心、红十字救援
队、备灾物资仓库等功能。

（镇海澥浦镇）

东胜：推出党建“夜学会”

鄞州区东胜街道日前推出
党建“夜学会”，这种集“图、
文、声、形”于一体的学习形
式，颇受青年党员推崇。“图”，
用图解方式帮党员读懂“两学一
做”内涵；“文”，开展《我与党
章的故事》征文活动；“声”，转播
视频党课，让知识动态化、形象
化；“形”，转发党课 PPT 课件，让
无法现场参加的党员时刻掌握学
习动态。通过“夜学会”多维学习，
既打破了党员学习在时间、空间
的局限，改变了组织活动方式单
一、封闭运行的格局，也让党员
学习变得时尚、新潮。

（鄞州东胜街道）

白峰：白鹭翩翩花草摇曳

上周，在北仑区白峰阳东湿
地公园，水面上白鹭翩翩，湿地
上花草摇曳，一幅生态美景呈现
在眼前。据悉，白峰阳东湿地公
园占地面积 180亩，建有湿地水
塘、景观花田、垂钓平台、植物
廊等，种植四季桂、美人蕉等
10余种观景植物。

（北仑白峰街道）

宗汉：居民学插花
美生活

前不久，慈溪市宗汉街道曙
光社区居民与星光幼教集团老师
在社区学习插花。为进一步凝聚
妇联组织力量，社区在教师节来
临之际组织了此次活动，教大家
认识花草植物，为美化庭院、绿
色家庭创建添砖加瓦。

（慈溪宗汉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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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西社区，创新公益暖人心

湖西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城市
社区，居民以年轻人为主。身为社
区的年轻“大管家”，湖西社区党总
支书记魏莺莺总能及时了解居民
的需求，并为大家提供精准服务。

“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我想通过
自己的身体力行，吸引更多的社区居
民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魏莺莺说。

说干就干，一向酷爱瑜伽的她
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很多居民有此
爱好，她便打算利用午休时间，在
社区活动室开设瑜伽班，免费教居
民做瑜伽。“爱好瑜伽的居民在一

起学习瑜伽、舒展身心，用打赏的
方式运营瑜伽项目，获得的资金作
为社区公益基金，用来资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何乐而不为呢？”魏莺
莺说，把多才多艺的“公益达人”召
集起来，在快乐自己的同时又能帮
助到他人，让公益事业走得更远。

在魏莺莺的带动下，社区很多
党员纷纷报名认领“微心愿”公益
活动，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公益
之事无大小，能尽一份力，就是对
我们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最有
力的回应。”社区党员陈蓉说道。

湾头社区，绿色公益关爱儿童

“如果你骑着公共自行车绕着
三水湾小区两大圈，我们就捐出
50 元为社区特殊家庭的儿童添置

一个新书包，你愿意参加吗？”这本
是湾头社区的一名社工在和居民
闲聊时的想法，没想到，这个

“脱口而出”引起了湾头社区党总
支书记李丽的关注。

随即，湾头社区党总支发动
社区党员、志愿者和群众，开展

“一个书包的同心圈”绿色骑行公
益活动，把绿色骑行与关爱儿童
的慈善事业有机融合，打造“益
享湾头”新风尚。活动当天，李
丽带领参与活动的党员推着车走
在最前面，志愿者、居民群众、
共建单位代表紧跟其后，形成了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李丽说，这次活动为孩子们筹
得了 1000 元公益现金，可以买 10
个书包。“虽然筹到的钱不算多，但
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希望社区多

举办这样的公益活动，让更多爱心
人士加入进来。”湾头社区居民胡
永清大妈说。

朱家社区，再添“红色服
务”新引擎

朱家社区是一个以集中安置
被征地农民为主体的新建社区，
由 5 个村 2042 户村民组成，现有
党员 72人。朱家社区党支部书记
任亚鸿介绍：“社区的情况相对比
较复杂，如何凝聚社区居民，更
有效地进行社区建设和管理，是
社区党支部近期工作的重头。”

“五色芳邻”是由朱家社区党
支部带领，由“先锋驿站”“家园
驿站”“快乐驿站”“爱心驿站”

“书香驿站”五个板块共同构成

“党建+文化”的创新型公益项
目。在任亚鸿和同事们的努力
下，“五色芳邻”得到更好的延
续。“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打造文
化服务型党组织，开展邻里文化
建设，引领社区居民共建和谐新
家园。”任亚鸿说。

笔者了解到，“五色芳邻”项
目在支部党员的牵头下，一是成
立“守望巡访队”，在社区内进行
巡逻和走访，在群众中宣传党建
文化；二是打造社区服务的“主
心骨”力量，社区的每个团队里
都有一名“红色领航员”，引导团
队的健康发展。在“先锋驿站”
的引领下，其他四个板块分别在
环保卫生、文体健身、爱心传递
和学习内修四个方面得到良性循
环。

近日，江北区甬江街道在辖区范围内开展“书记领航社
区公益”活动，把红色基因注入公益血脉中，发挥党员和群
众的力量，帮助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人。

如今，在甬江街道，社区书记“领航”公益活动，党
员、群众纷纷参与，“红色公益”“红色服务”成星火燎原之
势。梅堰社区新甬江人志愿者“881”服务团队已成为公益
服务的“金名片”，荣获“中国好人”称号；万丰社区成立
了“锋领”红色护水志愿队，守住家门口的一湾清水；包家
社区组建“五彩星空”党员志愿者团队，多方位多角度开展
志愿服务……社区书记身体力行，带领社区党员、居民，把
公益事业融入居民日常生活之中。

甬江甬江

本报记者 陈朝霞
海曙记者站 郑轶文
通讯员 戴兴龙

“推行网格化管理，根基在基
层 ，重 点 在 基 层 ， 难 点 也 在 基
层，如何有效整合基层资源一直
是我们探讨的问题。”望春街道
党工委书记俞鹏宏告诉笔者，望
春街道网格党员有3000多名，如
果能利用好这些资源，群众利益
诉求渠道就能更畅通。望春探索

“一网格、一党小组、多服务队”的
服务模式，充分发挥街道干部、社
工党员、社区在册党员、在职党
员、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党员等各
类党员的主力军作用，注重培育

“志愿者服务链”，挖掘培养服务
能人，主动帮助服务能人搭建团
队，提高服务能力。

在望春的每一个网格里，由
“网格党小组”牵头，吸纳网格

党员志愿者服务团队，结合党员
“一人一岗”活动，设立党员责
任岗，明确服务内容、服务时
间，在网格内开展自助式定向服
务，这使得街道在职党员真正沉
下身子服务居民群众，让社区居
民党员居住在网格、服务在网
格、奉献在网格。

五江湾小区公交车通车就得
益于网格化服务。五江口社区居
民党员徐丽芬谈起此事非常开
心。今年 5 月，徐丽芬通过微信向
网格长反映五江湾小区交付后没
通公交车，居民出行很不便。网格
长立即通过“E 宁波移动终端”向
街道层层上报，最终市公交公司
增设一条52路公交线暂缓居民出
行难题。“原先发现问题只能靠网
格长，现在，每个党员都是网格长
的一双眼睛，而且每个网格党小
组都有微信群，有问题可以直接
在线讨论，参与社区服务管理的

队伍更加壮大了。”五江口社区书
记孙敏霞表示，“网格”就像是自
家的“责任田”，群众需求在网格
发现，资源在网格整合，问题在网
格解决。

很多关乎群众利益的大小问
题得到解决。本月，新星社区陈阿
姨向网格长反映，辖区有驾驶培
训学校新建上坡起步道用于学员
练习，汽车排放的尾气影响居民
身体健康，希望网格长能帮助协
调此事。网格长了解到，该驾校
2015 年 3 月营业之初，就有幼儿
园家长反映汽车尾气排放和噪音
影响孩子健康的问题，几年来陆
续有居民反映此情况。网格长将
此事上报后，街道通过“综合信息
系统”将事件派发给街道综合治
理办，后经街道综治办、城管中队
协调，驾校代表同意调整培训时
间，尽量做到不影响居民，最终事
件得到妥善解决。

本报记者 黄 程
余姚记者站 谢敏军
通讯员 黄琼辉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旅游
繁荣、生态良好、乡村美丽、生
活幸福’的老区建设样板镇。”四
明山镇相关负责人说，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既要有规划标准，
更要有本地特色，该镇多次组织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规划设计单
位、村两委干部、镇相关工作人
员参与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规划
编制相关会议，多次深入党员、
群众中调研，多方听取意见和建
议，因地制宜制定项目规划，力
争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与人

民群众意愿相结合、与山区民俗
风情相结合、与群众生活习惯相
结合。

四明山镇拥有丰富的红色文
化资源，位于浙东(四明山)抗日
根据地的纵深地域，刘清扬、陈
布衣等革命先辈曾在该镇屏风山
地块开展游击战，孕育和形成了
伟大的四明精神。同时，该镇曾
是“浙东唐诗之路”的中心节
点，留下了李白、孟郊、皮日
休、陆龟蒙等诗人的优秀作品；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哲学家黄宗
羲先生曾在这里著书立说，现存
镇东桥、黄梨洲纪念馆等文物保
护设施。

此外，四明山镇还有国家级

森林公园、省级地质公园、6944
影视创作基地等景点和四明山

“自驾车、高山露营”两大基地，
是集森林、山水等自然风光与农
家风情为一体的旅游休闲度假胜
地。“如何保护开发这些历史文化
和自然山水资源，塑造独一无二
的四明山风情，是我们规划建设
的重要课题。”四明山镇相关负责
人表示，不久前，四明山镇被列
入浙江省旅游风情小镇培育名
单，“这与我们的目标不谋而合，
既是对我们现状的认可，也是下
一步建设的压力和动力。”

据 了 解 ， 旅 游 风 情 小 镇 是
2017 年浙江省旅游发展重点。风
情小镇的打造，是风情资源转化

为风情产品的过程，风情小镇更
突出资源的重要性。列入培育名
单的小镇，均拥有独特的历史文
化风土人情资源。

目前，该镇确定了 14 个项目
作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重点推
进项目，预计总投资达 3590 万
元。截至目前，镇中心幼儿园危
房异地迁建工程、集镇自来水设
施改造提升工程、四明山镇菜市
场提升工程、“线乱拉”整治提升

工程、四明山镇生态修复一期工
程以及梨洲村红枫谷景观提升工
程均已全面完工，梨洲村污水处
理工程已完成主体建设，镇垃圾
中转站建设及运营工程完成基础
建设，环境卫生标识标志建设已
基本完成。另外，集镇景观提升
工程、集镇沿街立面改造工程、
镇东桥文昌阁设施修复及黄宗羲
纪念馆改造提升工程等将于年内
开工。

书记领航书记领航,,社区公益服务社区公益服务““握指成拳握指成拳””

望春：社区“网格”构建家门口的“办事处”
河道里有漂浮物、小区石凳受损、建筑垃圾长时间堆放在路边……在海曙区望春

街道，这类事件都可以通过家门口的“办事处”来解决处理。今年以来，望春街道
“党建带群建促社建”，将所辖社区大网格划分成127个小网格，织成了一张覆盖所有
社区、遍及每家每户的网，打造出“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中走，事在网中
办”的格局，被群众亲切称为“家门口的办事处”。截至目前，望春街道今年受理
5700余起事件，办结率达99.8%。

五江湾小区公交车通车，解决了居民出行问题。（陈朝霞 摄）

图为风景秀丽的四明山镇一角。（王永春 黄程 摄）

四明山镇因地制宜扮靓风情小镇四明山镇因地制宜扮靓风情小镇
作为我市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第一批接受考核验收的两个乡镇之一，连日来，

余姚市四明山镇一片忙碌。机关干部、志愿者、各村党员群众和专职保洁人员，每
天开展环境卫生治理行动，清扫道路垃圾，清理房前屋后堆放的杂物。 ][

绿色骑行公益活动得到大家的积极参与。（郁妍捷 厉晓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