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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广庭社区三和嘉园，往日
楼道小广告无人过问，如今居民自
发参与粉刷清理，角角落落变得清
清爽爽，面貌焕然一新。

“咱们小区楼道里的小广告又
多起来了，业委会买好了涂料和工
具，谁有空明早一起来粉刷？”江
北广庭社区三和嘉园业委会主任熊

佩娜的消息一发出，业主QQ群就
传来“滴滴滴滴”的提示声，10
余名居民报名。

近日，一群穿红色马甲的业主
志愿者不顾炎热，拿着涂料和刷
子，两人一组在楼道里忙碌起来。
三和嘉园的住宅没有电梯，志愿者
边爬楼梯边仔细地搜寻小广告，楼
梯顶和台阶下都没放过，见到小广
告就粉刷。

党的十九大代表陈霞娜出现在
清理楼道小广告的志愿者队伍中。

“作为三和嘉园的一分子，我觉得
参加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我们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更多居民
参与到小区的治理中来，让三和嘉
园越来越美。”陈霞娜说。

据熊佩娜介绍，每周三早上是
小区固定的志愿者活动时间，业委
会组织了以退休老干部为主的志愿
者队伍，还发动小朋友一起参与。
小区内还有一支居民自发组建的垃
圾分类桶边督导队，每天定点定时
在垃圾投放区指导居民正确地进行
垃圾分类。

无独有偶，在宁馨园小区，也
是居民自发地承担起了清理楼道的
重任，大家称这一工作为“拯救楼

梯间”。“经常有住户把一些杂物堆
放在楼道里，妨碍出行。虽然物业
多次清理，但效果不佳。物业、业
委会和我们三方经协调决定：广泛
动员居民自觉参与，共同维护好出
行环境。”居民积极参与后，这个
问题终于解决了。

“小区就是我们的家园，参与
管理小区，既是我们的权利，也
是我们的义务！”一位社区志愿者
说。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共同
缔造’的理念，让居民发挥主人翁
的作用，在小区里形成良好的整治
氛 围 ， 才 能 把 小 区 建 设 得 更
好。”广庭社区书记谢庆恩感慨道。

广庭社区：

居民志愿者“共同缔造”洁美小区

象山石浦镇近日联合渔政、公
安、边防、行政执法等部门的百余
名执法人员，赶赴渔山岛开展清剿
行动，共查获“三无”及套牌渔船
19 艘 。 图 为 执 法 人 员 正 在 绑 缚

“三无”渔船，准备拖回石浦港进
行统一拆解。

（吴敏勇 沈孙晖 摄）

清剿
“三无”渔船

本报讯（记者张昊） 由宁波市
文明办、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宁波
市思想政治工作 （精神文明建设）
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宁波市第三届品
质社区推荐评议活动，经市文明办
和区县 （市）、园区文明办会商研
究，结合群众推荐、社区自荐、镇

（街道） 推荐情况，日前产生入围
社区名单。

为了体现品质社区推荐评议活
动的公平、公正、公开，本届活动
继续设立社区观察团，由市民巡访
团成员、大众评审员实地走访社区
评分。

昨天起，社区观察团逐一走访

入围社区，对环境秩序、公共服
务、文明创建氛围等情况分别进行
观察打分。环境秩序方面，主要观
察有无垃圾落地或垃圾不分类、非
法小广告、违法搭建、乱晾晒、宠
物敞放、占绿毁绿、乱停车、车棚
车库违规居住经营、占用公共部
位、公共设施缺损的现象。公共服
务情况主要观察物业服务区域内工
作人员服务是否热情，有无公开物
业服务电话等。文明创建氛围主要
观察社区中布置文明提示和展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的氛围
情况。

据悉，社区观察团全程采取暗

访形式，随机抽取小区进行实地查
看并打分，重点关注其中的老旧小
区环境整治情况。走访结束后，将
评议出本届品质社区前30强。

入围社区名单

海曙区：清风社区、安丰社
区、万安社区、文昌社区、明馨社
区、高桥社区

江北区：包家社区、繁景社
区、天合社区、外滩社区

镇海区：南一社区、同心湖社
区、胜利路社区

北仑区：玉兰社区、长山社

区、洋沙山社区
鄞州区：东海花园社区、东城

社区 （福明街道）、和丰社区、戎
家社区、日丽社区、惠风社区、城
兴社区、东城社区 （中河街道）

奉化区：金钟社区、阳光社区
余姚市：酱园街社区、四明社

区、胜山社区
慈溪市：曙光社区、舒苑社

区、古塘社区
宁海县：兴海社区、银河社区
象山县：梅园社区、丹桂社区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仙枰社区
高新区：新晖社区
大榭开发区：金海岸社区

第三届品质社区入围社区产生

记者 蒋炜宁

人物名片：唐明华，余姚市四
明山镇教育辅导室助理研究员，荣
获浙江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

获奖感言：“咬定四明不放
松，立根原在山区中，千磨万击还
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我用这
首格律诗来表达坚守山区教育的决
心。这个奖项颁给我，既是对我的
鼓励，也是对广大山区教师的肯
定，让我们的坚守更有力量！

23 年，8300 多个日夜，从小
学、初中到成人学校，再辗转至镇
教辅室，岗位屡经变动，可唐明华
一直在四明山里从教，守护着一批
批山里娃成长，走出大山。

刚任教时，他一周 17 节课，
工作之余还需操心学生生活。“真
的像个陀螺，从早转到晚。”他
说。学校里多时有五六百名学生住
宿，唐明华已记不清多少次陪送学
生去看病。一个深秋的夜晚，一名
男生想念妈妈翻墙出走。唐明华获
悉后，立即发动同事一起外出寻
找。凌晨的天空还下着细雨，一行
人的衣服都湿透了，终于在离校
10 多公里的一间废弃房里找到了
那名男生，当时他已蜷缩着睡着

了。把男生安全送到学校后，天色
已微明，唐明华洗把脸、泡碗面，
带领学生晨读，投入一天的教学生

活。
山 区 孩 子 家 庭 特 殊 的 比 较

多，需要老师更多的呵护。任初

中校长时，唐明华建立起困难生
档案，有的家庭贫寒，有的学习
落后，有的情绪有些问题，有的
品行需要纠正。唐明华安排教师
一对一结对帮扶。“教师与这些孩
子结对，交上朋友，给孩子传递
信心。”唐明华说，他自己也结了
不少对子，经常与这些学生拉家
常，鼓励他们。

特殊天气对于山区教学是极
大的考验。2008 年发生大雪灾，
学校里的储备物资只够师生撑四
五天，唐明华决定提早放假，安
排 城 区 的 教 师 护 送 附 近 学 生 回
家，自己带头挑最远的自然村送
学生。持续的暴雪带来停电、停
水 ， 唐 明 华 在 雪 中 跋 涉 30 多 公
里，绕道奉化，翌日中午搭上便
车才回到余姚的家中，已是农历
腊月二十八了。

担任教辅室主任后，他操心整
个四明山镇里的教育事业。大山里
教师流动性大，断层明显，缺乏中
坚力量，他搭平台促进青年教师成
长。如今，多位教师的教学论文获
奖，多所学校拿下市级课题，全镇
教师在该市教师业务素质考试中表
现突出。镇小学塑胶操场完工，数
字化校园通过验收，微格教室、资
源教室、心理辅导室、直饮水设备
投用，教师寝室楼改造工程完成。
大山里的教学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
善。

山区孩子的守护者
农村教师风采

本报讯 （记者黄合 通讯员
勇政华） 借助信息化“让数据多
跑路”，不仅群众可以少跑腿，政
法干警同样可以少跑腿。近日，
记者从市委政法委了解到，目前
我市已全面推广一体化办案系
统，通过打通公检法司等政法部
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大大节约司
法资源，切实提高办案效率。

所谓的一体化办案系统，是
我省政法数字化协同工程的“一
号示范项目”。简单来说，该系统
充分发挥大数据全程可视、全程
可控、全程留痕等优势，通过跨
政法部门的数据交换，破除政法
各部门执法办案信息系统之间的
数据壁垒，搭建数据流转的“高
速公路”，实现政法系统数据可复
用、可追溯、可分析。

“当前，政法机关‘案多人
少’的矛盾依然突出，主动拥抱

现代科技、深化现代科技与司法
执法的融合创新，是提高办案质
效的重要途径，也是司法规律运
行的必然需求。”市委政法委相关
处室负责人说，比如在过去，公
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必须将纸质材料提交给检察机
关；现在，可以直接通过一体化
办案系统实现线上流转，人力成
本大大降低。

同时，该系统依托公开透明
的数据平台，通过嵌入统一证据
标准指引，能够减少司法任意
性，实现从“经验式”办案向

“规范性”办案的跨越式转变，推
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
改革落地见效，进而提升执法办
案透明度和公信力，促进严格规
范公正文明执法司法。

据统计，截至今年 8 月 3 日，
我市通过一体化办案系统累计协
同次数 1967 次，其中逮捕协同
710次，起诉协同 627次，审判协
同495次，换押协同135次。

据悉，到今年 12月，我市政法
机关通过一体化办案系统将实现
逮捕、起诉、审判协同的案件占比
分别不低于80%、70%和40%。

打通公检法司信息壁垒

我市全面推广一体化办案系统

本报讯 （记者金鹭） 夜幕降
临，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灯火通
明，3400 多米的集装箱码头岸线
呈现出一片繁忙的作业景象。昨
天，“激荡四十年——改革开放看
浙江”集中采访活动走进宁波舟
山港穿山港区，浙江日报、浙江
之声、浙江卫视等省内的 12家媒
体齐聚宁波，全景展现宁波改革
开放四十年来的成就。

宁波舟山港的变迁、开发区的
成立，都见证了浙江不断“走出去”
和“引进来”的开放轨迹。2017 年，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突破 10亿

吨，连续 9 年排名世界第一，集装
箱量位居全球第四。

为充分反映浙江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生动实践，展现浙江敢为
天下先的精神，省委宣传部组织

“激荡四十年——改革开放看浙
江”集中采访活动。其中，浙江
卫视 《今日评说》 栏目拟推出三
期电视访谈节目，宁波舟山港将
是系列报道的开篇。

在甬的两天时间，采访团将
走访宁波舟山港、中东欧常年
馆、宁波中策集团等，挖掘发生
在宁波的新老故事。

“改革开放看浙江”
集中采访活动走进宁波

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通讯
员梅佳颖 贝顼） 昨天是第 34个
教师节，以镇海援疆教师姚仁汉
为故事原型的原创话剧 《深情无
边》 在镇海大剧院首演，省教育
厅、市委宣传部、镇海区有关领
导和近 700 名教师、学生代表观
看了演出。

姚 仁 汉 是 镇 海 中 学 原 副 校
长，从教 30余年，他爱岗敬业、务
实创新，被学生称为“宁波最好的
物理老师”。他主动请缨参加援疆
工作，在原定任务结束后继续留在
新疆。2012年 3月至 2015年 7月援
疆期间，他将自己毕生积累的教育
管理经验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当地
师生。他被评为全国对口援疆先进
个人、省第五届道德模范。2017
年2月25日姚仁汉因病逝世。

《深情无边》突出了姚仁汉老
师舍家报国、倾情援疆、立德树
人的精神，体现了“民族团结一
家亲”的深刻主题。昨天的演出
围绕姚仁汉的内心世界一层一层

展开，既体现了他的无私大爱，
也展现了他对父母、妻子、孩子
的深厚感情。剧情铺陈有序，戏
剧冲突处理得当，情节感人至
深，很多观众边看边抹眼泪。“在
这个特殊的日子观看这部话剧，
非常感动，姚仁汉老师的精神将
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兢兢业业努
力做好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不
久前刚从库车二中援疆回来的龙
赛中学老师刘生全说。

饰演姚仁汉的著名演员华明
伟本来已经退休，因为被姚仁汉
感动才重新出山。“我们的创作动
力和源泉都来自姚仁汉老师的事
迹和他的精神，创排这部戏的过
程也是向姚仁汉老师学习的过
程。”总导演王延松说。

该剧被市委宣传部列为 2018
年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
是我省上报文化部参评“2017 年
度剧本扶持工程”唯一的话剧，
由杭州话剧艺术中心制作、演
出，将在全国19个省份巡演。

弘扬援疆教师姚仁汉立德树人的大爱精神

原创话剧《深情无边》
教师节首演

“公交社会义务监督员”近日在宁波市公交总公司观看智慧公交可
视化系统，了解公交线路分布和运行状况。为更好地推进服务争效行
动，市公交总公司新聘请了 20名来自社会各界的义务监督员，担任公
交服务的“啄木鸟”角色，听取他们对车容车貌、规范服务、行车安全
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让服务争效永远在路上。 (胡建华 钱玉波 摄)

聘请“挑刺人”

唐明华老师近照。 （校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