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大报告提出“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一系列惠民举措瞄准了老百
姓最为关心的问题。利民之事，丝发必兴。近年来，北仑新碶街道聚力保障改善民
生，以群众需要、群众关注、群众利益为工作总方向，推进民生工程实施，托起百
姓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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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被动为主动
全民参与垃圾分类

像周定康这样拥有良好垃圾分类
习惯的居民，在日湖花园里不算少
数。“三年前，我们小区刚试行垃圾
分类时，居民们都不知所措。”日湖
花园物业公司负责人董灵回忆道。为
了营造良好氛围，桃源社区联合小区
物业想了很多法子，例如“积分兑
换”等激励性举措，一户一张积分
卡，每月 1日，开展“瓶瓶罐罐回家
日”及各类回收活动，积分可换得食
用油、洗洁精等小礼品。“你看，塑
料瓶每个 1 分，U 盘 2 分，废灯泡则
值 3 分。”董灵指着积分兑换说明，
一开始，确实有不少居民冲着小礼品
而来。

随着社区和物业组织居民观看
《垃圾围城》 等宣传片，每月定期举
办关于垃圾分类的活动、知识竞赛
等，并在居民触手可及的地方，设置
了分类的垃圾桶，上门分发了一绿一
黑小垃圾桶，并在楼梯间、电梯里张
贴垃圾分类宣传标识标语，居民开始
真正认识到垃圾分类是利国利民的大
事，事关每家每户。

周美娣也是垃圾分类的高手，每
次喝完牛奶，她都习惯性地将吸管和
牛奶盒进行归类投放。“我们的地球

只有一个，我们不爱护，谁去爱护
呢？”周美娣笑着说，她不仅自己做
到垃圾分类，还把知识传递给身边
人。

引入第三方组织
助力垃圾分类

身着“垃圾分类”字样马甲的志
愿者，对于日湖花园的业主们而言，
早已不陌生。一年多前，这些志愿者
被选拔出来，不时走进居民家中，上
门为居民发放厨余垃圾袋；有时候又
出现在垃圾桶旁，指导居民准确投放
……

“到目前，志愿者已经上门指导
了上百次，从一开始比较密集地进入
家家户户进行宣传与指导，到后期的
一两个月去一次。”董灵说，曾有一
段时间，每天一早一晚，志愿者们值
守在垃圾桶前，一遍遍地告诉居民厨
余垃圾扔绿色垃圾桶，其他垃圾扔黑
色垃圾桶。如今，日湖花园 485户业
主垃圾分类参与率超90%，能准确做
到垃圾分类的已超过了80%。

不仅如此，日湖花园还引入一家
策划公司，在小区内的角角落落设置
垃圾分类宣传画，以“小蚁哥”为形
象进行设计，制作成宣传网格架、宣
传画，或者在垃圾桶上设置宣传漫
画，形象生动地向居民介绍垃圾到底
该如何分类，哪类垃圾属于有害垃
圾，哪类垃圾属于可回收垃圾等知
识，深受居民们欢迎。

本报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廖俊利 陈红

民生导向
工作跟着需求走

最近，备碶高架桥下的空场
地平整完毕，进入收尾阶段。想
到不久后这里将看到居民们打
球、活动的新景象，新碶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张丽辉很欣慰。

此前，这块空地一直被建筑
垃圾和生活垃圾“侵占”，一片狼
藉。整治后，这里将被打造成居
民开展体育、文化活动的综合性
场所。

空地整治并非易事，新碶街
道与高速相关管理部门多次沟通
协商，并结合周边居民需求，在
规划上创新思路，实现功能多样
化。

据张丽辉介绍，该空地整治
中，街道并没有沿用之前两路两
侧整治的方法单纯进行绿化，而
是同时完成绿化种植约 3000 平方
米、球场约 1500 平方米、混凝土
道路约 8000 平方米、停车场约
2200 平方米等多个公共项目，工
程总投资503万元。

“群众的需求是多样性的，民
生工程相关工作就得不断转换思
路，与群众需求保持一致。”张丽
辉说。

城市更新
让群众居住更舒心

老 小 区 改 造 ， 关 乎 民 生 幸
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个城市
的管理水平。“外墙全部进行处理
并重新粉刷一新，漂亮多了，还
对屋面做了防水，楼道里也不暗
了，老小区改造得好。”最近，家
住华艳新村的王师傅很有获得感。

今年，新碶街道启动华艳新
村老小区改造工程。改造后的小
区，增添了许多绿意，增设了楼
道灯、更新落水管，雨污水分流
改造，让居民居住更加舒适；平
整的道路，适当增加的停车位，
让居民生活更加有秩序；小区大
门或更换或维修，围墙维修改
造，监控设施和路灯改造，让居
民们生活更有安全感。

如今，新一轮的老小区整治
改造开始预算评审。“无论是老小
区改造还是整修道路，所有工作
都是希望更大程度上提升老百姓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张丽辉说。

绿树绕围墙、停车更有序。
春节将至，芙蓉家园南侧的原空
地也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给市
民。据悉，此前该空地在“三改
一拆”后曾有一段“空档期”，去
年下半年，为满足周边群众停车
需求，街道对该空地启动复绿及
环境整治，建设项目包括停车

场、道路、雨水管道、交通标
线、绿化及围墙等，工程总投资
180余万元，目前工程已到收尾阶
段。

夯实硬件
让群众感受新服务

多年来，新碶殡葬服务与群
众的殡葬服务需求不匹配，提高
新碶殡葬服务水平迫在眉睫。

“走访中我们了解到农村居民
殡葬可以由宗祠承担，然而目前
城区能提供殡葬服务的只有零星
几家敬老院，场地和服务质量都
不能让大家满意。有的城区居民
为了服务好一些必须选择较远的
地方，不仅不方便，经济上的压
力也比较大。永久殡葬服务是今
年新碶的重大民生项目之一，也
是对城区殡葬服务的一次硬件提
升。”张丽辉说。

目前，位于永久村西庙后、
永久公墓旁的永久殡仪服务中心
已进行主体验收，春节前将基本
完工。工程总投资 3617 万元，建
筑面积 1339 平方米。殡仪服务中
心的落成，将极大方便群众节俭
办丧、文明办丧，有效提升城区
殡仪服务水平。

“投用后，街道将调研运行管
理模式，在办理业务和服务群众
的同时，大力推行从简治丧、文
明治丧。”张丽辉说。

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舒沁 徐静

政府支持
民间博物馆有后劲

高桥历史人文底蕴深厚，素有
“文化之乡”的美誉，流传千年的梁
祝文化家喻户晓，运河文化在千年
古桥间源远流长，高桥人的精神血
脉里向来传承着崇文尚德的品质。

高桥镇民间博物馆聚集度很
高，镇区内集中了“一城一园五馆”，
即宁波古玩城、梁祝文化产业园、中
国梁祝文化博物馆、耕泽石刻博物
馆、王升大博物馆、居家博物园、赵
大有博物馆。

民间博物馆建起来不容易，而
持续办下去更难，要办得红红火火

人气旺更是难上加难。
“办好民间博物馆，各级政府部

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耕泽石刻博
物馆馆长戴文土说。

近年来，高桥镇党委政府整合特
色地域文化资源，做好非遗传承、民
俗展示、品牌扶植、研究保护，积极搭
建平台，提供扶持政策，支持民间博
物馆“请进来、走出去”，举办各种活
动。该镇举办浙东高桥会、旅游文化
月等活动，将博物馆资源、文化产业、
自然景观带串珠成链，打包推广。

据了解，最近海曙区有关部门
已给各家民间博物馆发放了一定的
补助资金。2018年，高桥镇计划进一
步做好“文化+”文章，将旅游、文化
与互联网、手机端有机融合，使博物
馆之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时代光
芒，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化

城镇注入灵魂，不断提升经济发展
品质、城市人文品质、公共服务品
质、生态环境品质。

活动聚人气
博物馆由静变动

民间博物馆各显神通，培育自
已的“朋友圈”。得益于地铁轨道一号
线的交通便利，“爱情圣地”梁祝文化
园近年来客量流持续递增，该公园仍
然重视景观提升和活动策划。

据介绍，2017年，梁祝文化产业
园每月举办主题各异的特色活动、
节假日演出精彩纷呈。如年初，以

“喜庆、热闹、新颖、时尚”为宗旨，举
办主题灯展，借助光、声、电灯科技
产品，呈现了 32 个主题 20000 个灯
盏。一项大活动之中，又有多个子活
动组成，如“海曙之春·情定梁祝”

2017 宁波第二届花朝节，包括郁金
香展、插花讲座、少儿风筝赛、健身
大讲堂、稻草人节、画展、花卉摄影
赛等。

在确保日间游客量的同时，如
何增加夜间游客，拉长产业链？梁祝
文化园开展了“甬城梁祝爱·浪漫夏
之夜”活动，时间长达 6 个月，以大
型、绚丽、唯美、感人的“梁山伯祝英
台”主题光影秀展现流光溢彩、浪漫
唯美的惊艳效果；举办“爱在梁祝马
拉松嘉年华·落日荧光跑”；推出夜
间体验课程——梁祝小小夜读郎，
拜孔子、学礼仪、做灯笼、活字印刷、
夜间钓龙虾、吃西瓜比赛等，丰富的
活动“点亮”了月光经济。

2017 年 12 月 27 日，130 多名小
学生走进王升大博物馆，参观展览、
参与砻米、掇年糕等体验活动。

作为首批浙江老字号的“王升
大”，每月都有不同的主题活动，按
时令制作米食。“正月元宵裹汤团，
二月里学状元糕，三月清明做靑金
团做黑饭，四月立夏做粉蛋，五月端
午裹粽子，六月消暑水塔糕，七月早
稻上市灰汁团，八月中秋月饼嵌馅
子，九月重阳黄软糕，十月小阳春做
印糕，十一月冬至浆板汤果，十二月
搡饣鬼搡年糕……”该馆副馆长刘英
介绍，“活动一个接一个，有时一天
三场活动。有的单位主动要求参加
活动。”该馆举办“传统文化校园共
享”活动，走进很多学校，被评为宁
波市中学生社会实践示范性基地；
同时积极“走出去”，到天津、北京、
上海、杭州、长春等地展示。

12月 29日，耕泽石刻博物馆与
宁波大红鹰艺术与传媒学院签约,

在该馆设立梅园石刻工艺实践教学
基地。近年来，耕泽石刻博物馆提升
环境，新建石塔等景观，并引入中国
传统艺术——碑拓，让学生自己动
手体验汉字的魅力。

去年成立的赵大有博物馆坐落
在古玩城内，展厅内展示了各种糕
点印板，同时设立了展示、体验、销
售厅。小学生、老年朋友、台湾同胞，
成为该馆的“粉丝”。

居家博物园正在加紧筹建“航
天科技体验中心”，计划设立航天文
化广场、太空农业栽培园、太空剧
场、航天珍品馆等，力争打造成全
国最大的航天科技体验馆。

让民间博物馆让民间博物馆““活活””起来起来

在梁祝文化产业园里放风筝、学插花，到王升大博
物馆做米食、听戏曲，去耕泽石刻博物馆里学碑拓、观
石雕，在赵大有博物馆里做糕点、听讲座......2017 年，
王升大博物馆举办了150余场活动，梁祝文化园接待了
50万游客，海曙区高桥镇民间博物馆活动丰富多彩，传
统文化魅力四射。

高桥镇党委书记张盈军说，打造“东方文明之都”，
需要弘扬传统文化，激活民间力量。高桥镇重视历史文
化遗产的发掘，并通过合理利用、适度开发，使文化瑰
宝焕发时代的光彩。

高桥：
小朋友在赵大有博物馆做糕点。

小学生在王升大博物馆体验米食文化。（朱军备 舒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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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工程 托起百姓幸福感
新新碶碶

每天早上7点多，家住江北日湖花园6号楼的周定康习惯性
地下楼晨练，手里顺带拎上前一天家里的垃圾。一个绿色垃圾袋
和一个黑色垃圾袋，分别投入了绿色的厨余垃圾桶和黑色的其他
垃圾桶里，动作十分娴熟。

作为推进“品质社区”建设的重点与难点，垃圾分类事关民
生，也是建设和谐社区的一大举措。几年前，全市全面部署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日湖花园作为全市试点小区先行开展。如今，小
区内无论从垃圾袋的领取，垃圾的投放、收集、运输到处置，还
是在居民习惯的培养上，都已形成了一个全链条垃圾分类管理体
系。

◀图为日湖花园设置分类垃圾桶。

图为日湖花园垃圾分类宣传标识标语 （徐欣 邵家艳 摄）

芙蓉家园南侧的原空地经过整治复绿，转型成为停车场。
（陈红 厉晓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