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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陈红 胡香君） 写春联、剪窗
花、贴“福”字、包饺子……昨
天，北仑区新碶街道芝兰社区彝
族居民杨会萍家中一派喜气洋
洋，留守在该社区的少数民族居
民和社区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共
享团圆饭，提前过了一个热闹年。

记者了解到，芝兰社区约有
1.5 万常住人口，其中有苗族、满
族、回族、藏族、傣族、朝鲜族、彝
族、锡伯族等12个少数民族约500
人。近年来，该社区依托民族联谊
小组、民族工作协调小组、“民族之
花”文艺轻骑队等社会组织，通过
开展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弘扬传
承多元的民族文化，加强各民族之
间的交流互动，增进居民之间的理
解与沟通，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个
和谐共处的温馨家园。

今年是来自云南的杨会萍第
一次在北仑过年，只见在她家中
的少数民族居民身着本民族服
装，显得特别喜庆。粉牛肉、地
三鲜、凉拌鱼腥草、老奶洋芋、
芋头饺子等菜肴摆满餐桌，“这
些特色菜是各民族兄弟姐妹带来
的。”杨会萍说。

“干杯！新年快乐！”经过几
个小时的忙碌，中午12时，民族团
圆饭正式开席，大家一边品尝着
美味佳肴，一边互致新春祝福，浓
浓的年味在屋中弥漫开来……

北仑新碶：各族居民共享团圆饭

书法爱好者正在为大家写春联。 （陈红 厉晓杭 摄）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
陈颖）“开锅喽！”近日，鄞州区
福明街道碧城社区一年一度的年
货展销会在碧水和城小区举行，
现场人头攒动，一口口蒸锅冒着
热气，飘出阵阵糯米香。据了
解，这是碧城社区连续第四年为
居民举办年货展销会。

碧城社区下属辖区有碧水和
城、天赐佳园等 6个小区，其中
碧水和城小区是农村拆迁安置小
区，老年人最为集中。居民梁大
爷因为腿脚不便，一般选择在社
区年货展上采购，今年特意买了
最爱的年糕和米酒。梁大爷说：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种类多、品
质好、价格优的年货，让我觉得
很方便。”

记者了解到，为满足社区居
民购置年货的需求，特别是方便

社区老年群体就近采购，碧城社
区党总支和碧城社区居民委员会
共同谋划，将年货送到居民家门
口。前两年，社区书记孙丹玲出
面邀请周边几家大型超市和银泰
百货江东店过来设摊，将一些物
美价廉的商品和面条机、咖啡机
等电器送到居民身边，并以折扣
价销售；今年，提前在社区里做了
意向调查，并结合居民们“点单”
需求，到宁海、象山等地的农户家
实地考察，有针对性地引进了一
批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在进社区
销售之前，社区工作人员与卖家
进行了一轮“讨价还价”，确保同
品质的货物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
卖给居民。同时，针对辖区内行
走不便的孤寡老人，社区工作人
员还提供“跑腿”服务，根据老
人的“年货清单”送货上门。

鄞州碧城社区连续四年
为老人办年货展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者
站顾筠 通讯员许济涛） 日前，活
跃在江北区“治隐患、保平安、促
转型”集中攻坚战各条战线上的百
余名科级干部迎来了一堂特殊课
——江北区干部教育培训中心让全
区科级干部共学、共演、共议，以

“四路两侧”工作推进中的生动案
例为原型，开展别开生面的“情景
教学”。

据悉，江北区在公路、铁路沿
线“两路两侧”基础上，把城区道
路和轻轨两侧纳入整治范围。此次

“知行课堂·情景课堂”是探索
“两学一做”主题教育制度化常态
化的尝试。在江北区委组织部的部
署 下 ，“ 知 行 课 堂 ”正 式 上 线 ，分

“实景学堂”“全景讲堂”“情景课堂”
三个模块，构筑起了面向全区党员
干部，尤其是科级及科级以下干部

坚定理想信念、提振干事热情、检验
工作能力的综合性平台。目前，已经
有4000余人次走进课堂。

党的十九大以来，“知行课
堂”进一步聚焦各项中心工作，不
断充实升级，成为提升江北全区干
部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抓手。“实景
学堂”聚焦全区治水剿劣、三改一
拆、“最多跑一次”改革、网格化治理
等工作，每月 16日组织机关干部分

别前往相关工作内容的一线实地体
验，并由接收单位打分亮牌，使广大
干部在破难攻坚的一线留下了自己
的足印。“知行课堂”中的“全景讲
堂”模块，不定期开展专题学习讲
座，并分层分类开设了“局长讲坛”

“青春讲坛”等内容。而由机关干部
自编自演自评为主的“情景课堂”，
通过系列情景剧，以互动式的培训，
让广大干部以学促知、以学促干。

江北四千干部走进“知行课堂”

“马上要过年了，自己动手制作一个盆景很有意义。”昨天上午，在
鄞州区凌江社区小广场，一场“创意改造秀、环保迎新春”活动正在上
演，居民们发挥想象，把家中废弃的物品改造成造型各异的花盆，然后
种上各种绿植，生机盎然地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徐能 裘晨 摄）

创意改造秀 环保迎新春

本报讯 （记者张燕 通讯员
董美巧 邵建荣）“外婆，尝尝我
的手艺，这是您最爱吃的番茄炒
蛋。”春节临近，镇海公交志愿者
们把庄市街道甬江村孤寡老人玉
兰婆婆家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贴
上了窗花。

玉兰婆婆今年 87岁，每个月
靠拿低保过活。市公交镇海公司
驾驶员盛爱丰驾驶的 391 路从甬
江村始发，两年前他从村里老人
口中得知玉兰婆婆的情况后，便主
动与她结对。从此，盛爱丰俨然成
了玉兰婆婆的“亲外孙”，早晨出车
之前，盛爱丰就会买些菜，等车到
达甬江村后，利用休息时间送到
玉兰婆婆家中，有空还会帮她做

些家务，照顾她的起居。
甬江村位于宁波大学附近，

全村 300 多户人家，村里年轻人
出去打工了，留守的大多是老人
和小孩。391 路由甬江村开往高
新区梅墟街道，是该村开通的首
条公交线路，平时老年乘客非常
集中。线路自开通以来，驾驶员
们就以“尊重老人、孝顺老人、
关爱老人”为核心，坚持开展敬
老服务，通过送温暖、送服务等
活动，发动公交志愿者积极为老
人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让
更多需要帮助的老年乘客感受到
来自公交大家庭的关怀和温暖，
进一步推动全社会文明敬老的风
气。

镇海公交好司机
为孤寡老人送菜做家务

连日来，来自四川自贡的花灯师傅在余姚泗门镇加班加点赶制花
灯。据悉，今年该镇举办的汝湖新春元宵灯会已经是第十二届了，主
题为“阁老故里展新颜、和谐盛世共筑梦”。花灯师傅将在近半个月
时间里制作大型花灯 26组，这些花灯将在元宵节时亮相泗门镇三个
会场。 （沈伯岐 黄程 摄）

赶制花灯庆佳节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连日来，甬城晴好持
续，气温明显回升，有了早春的
气息。昨天，市气象台发布春节
假期天气预报，本次假期我市
时阴时雨，无降雪低温冰冻天
气；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起
伏较大，前暖后湿冷，请大家
特别注意阴雨低能见度天气对
出行安全的影响。此外，除夕到
正月初一早晨有弱冷空气影响，
不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部分地
区有雾霾，请体弱人群特别注

意。
春节假期具体预报如下：除

夕，阴转小雨，局部有雾或霾，
气温 7℃至 12℃；正月初一，小
雨转阴到多云，气温 6℃至 9℃；
正月初二，多云，后半夜转阴有
雨 ， 气 温 4℃ 至 15℃ ； 正 月 初
三 ， 阴 有 阵 雨 ， 气 温 7℃ 至
15℃；正月初四，阴有小雨，气
温 7℃至 11℃；正月初五，阴有
时有小雨，气温 6℃至 10℃；正
月 初 六 ， 阴 有 雨 ， 气 温 5℃ 至
9℃。

春节假期阴雨相间
气温起伏较大

本报讯 （通讯员应姝 记者
王博）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届理事
会第四次会议于日前在北京召
开。会议对全国优秀志愿者进行
了表彰，来自鄞州区东柳街道的
叶伟棠获中国红十字会“2017 年
度优秀红十字志愿者”称号，为
我市唯一获奖者。

据 了 解 ， 本 次 会 议 对 全 国

197 名优秀红十字志愿者以及 12
个“一带一路”同行优秀志愿服
务集体和个人进行了嘉奖。

叶伟棠是曙光中学的退休教
师，虽然身患癌症，却一直担任
宁 波 市 红 十 字 人 体 器 官 （角
膜） 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积极
参加人体器官 （角膜） 捐献志愿
服务。

退休教师叶伟棠荣获
“全国优秀红十字志愿者”称号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卓佳洋 宁海记者站蒋攀） 近
日，宁海四季画廊的各个培训教
室里济济一堂，硬笔班的学生正
对着字帖临摹，毛笔班的学生在
听老师解析笔画结构，素描班的
学生提笔在纸上打阴影……由宁
海县文明办、教育局联合四季教
育培训学校推出的“千名优秀学
子享受书画艺术公益教育活动”，
让全县 1000名优秀学生接受艺术
熏陶。

为了进一步激励优秀学子对
传统文化和民族艺术的传承热
情，提升艺术素养和审美追求，
在第九届“方孝孺读书节”活动

期间，宁海县挑选了 1000名跃龙
街道、桃源街道所属小学的部分

“三好”学生，让他们享受免费的
书画培训。培训课程有 5 门，分
别是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国
画、素描和卡通画，每名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报一门
课程，共计 10个课时。课程分批
次进行，持续到今年5月。

“女儿参加了毛笔书法班，她
以前从来没系统地学过书法，这
次机会很难得。”在门口等着接女
儿下课的王女士说，经过这几天
的学习，女儿对毛笔书法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回到家里还会主动
再练一会儿。

宁海千名优秀学子免费学书画

本报讯 （记者陈章升 通讯
员王纯纯 施天冲）“没想到在这
里也能办理社会组织备案手续，
真是太方便了！”近日，慈溪市民
胡女士在新浦镇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为自己的
心理咨询工作室办 理 完 备 案 登
记。新浦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是慈溪首个实体化运营的镇级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日前，该
中心建设项目通过有关部门的验
收审核。

新浦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面
积 200 余平方米，分为培训、展
示、互动、办公四个功能区块，
通过场地共享、项目运作和政策
支持等方式，为基层社会组织发
展提供培育扶持、公益创投、培

训交流等服务，于去年起试运
营 。 该 中 心 通 过 对 “ 老 、 弱 、
病、残、困”五类群体梳理，立
足生态环境、城镇卫生、平安建
设三大社会热点问题，建立爱心
企商联盟，加强社会组织资金扶
持，引导公益组织在服务上体现
精准化，在项目上体现长效化。

截至目前，在新浦镇社会组
织服务中心备案登记的社会组织
有 54 个，正式入驻 7 个，其中
公益组织 5 个，服务领域涵盖社
会救助、环境保护、群众文化
等。今年，该镇计划启动首届
公益项目设计大赛，发掘优秀
公益创投项目，鼓励优秀组织
的优秀项目去对接相应的政府购
买项目。

慈溪首个实体化运营的
镇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建成
为基层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培育扶持、公益创投等服务

2月12日，慈溪市庵东镇西二小学学生将自己在学农基地种植的蔬
菜收割后拿到华兴菜市场义卖，所得资金作为学校少先大队爱心基金，
为当地老人和贫困学生购买新年小礼物。 （林松根 严龙 摄）

义卖自种蔬菜献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