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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洪笑然 陈益坚）“每户入股村民
拿到了 1 万元‘红包’，其中 8000
元是入股本金，2000 元是分红。”
昨天向记者说起拿“压岁钱”的
事，象山茅洋乡白岩下村村民韩云
才仍沉浸在喜悦中。

与韩云才一样，春节前夕白岩
下村 250户村民齐聚仙岩风景区山
前，欢欢喜喜领取大伙众筹的建玻
璃栈道旅游项目的年终分红共 250
万元。此外，村集体也获得了 15
万元分红。

“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
山银山’。”村党支部书记胡凯感
慨。据悉，白岩下村靠山面海，因
没有特色产业，原先村集体收入几
乎为零。胡凯上任后，梳理了一下
资源“家底”，决定修建玻璃栈
道，发展乡村旅游。

没有资金怎么办？一次次“村
民说事”，凝聚起村民意愿的最大
公约数。2017 年底，玻璃栈道项

目实施众筹，该村 350户村民中有
250 户 入 股 ， 每 户 出 资 8000 元 ，
200 万元建设资金难题迎刃而解。
此外，村集体入了10%资源股。

村里成立白岩下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在参与众筹的股东中以村民
小组为单位，推选出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等成员，大伙不计报酬参与
项目监管和执行。同时，景区需要的
安全员、清洁工、检票员等，均在村
里招聘，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

去年 6月，玻璃栈道建成投用，
短短半年已接待游客 18万人次，门
票收入 460 万元，收回投资的同时
更实现大笔盈利，成为全县收益最
快的旅游项目。经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除留存必要的发展资金外，其余
给参加众筹的村民和村集体分红。

与此同时，村里对景区周围规
范管理，通过公开招标向村民发包
景区服务点的经营权，仅此一项去
年又为村集体增收30多万元。

在当天分红现场，村里还进行
了二期山体滑道项目自愿众筹。先
前没搭上“首班车”的村民争相赶
来认筹。目前，全村入股村民已有
90%左右。

村民众筹建玻璃栈道半年营收460万元

象山白岩下村
村民喜获“压岁钱”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周国亮） 每年春节，在最为忙
碌的人群中，总有公安民警的身
影。从除夕晚上开始，他们就要
奔赴一线执勤，维护社会稳定。
他们的辛勤为民，群众看在眼中
记在心里，宁海越溪乡官长村就
有 一 个 坚 持 了 16 年 的 “ 风

俗”——每到除夕夜，总要熬姜
茶送执勤民警。

每年的除夕晚上，官长村长洋
岭天灯寺会有大批市民前来进香
祈福。但通往寺庙的道路坡陡弯
多，夜间行车隐患极大。因此，宁海
县交警大队在每年除夕夜都会安
排警力在进山路口设卡，对车流量
进行控制，确保通行安全。

一年又一年，民警在寒风中
整夜值守，辛勤护平安的行为让
村民大为感动。16 年前，当时的
村民、现为官长村村支书的田海

燕跟母亲练大婶商量，打算为执
勤人员准备一些姜茶、面条、水
饺，给大家驱寒解饥。没想到，
田海燕的这一想法不仅得到了家
人支持，就连村民也非常配合，
一个个跑到她家帮忙打下手。

“为了百姓安全，他们在除夕
夜都不能回家陪家人吃口热饭，
还得冒着寒风，整夜执勤，真是
太辛苦了！”今年 63 岁的练大婶
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看着民警
执勤那么辛苦，她也想尽一分绵
薄之力。她希望那一杯杯姜茶、

一碗碗面条或水饺能帮他们暖暖
胃，这是村民的一点心意。

于是，每年的除夕午后，田
海燕家就特别热闹，邻里乡亲进
进出出，又是帮忙洗菜，又是帮
忙熬姜茶。之后，就会有专门负
责运送的村民来取“货”，送到执
勤民警手中。这一套流程，已经
运转了16年。

礼轻情意重，乡亲们的这番
行动也让每位执勤人员感动不
已。一杯姜茶下肚，身子和心里
都是暖洋洋的。

宁海官长村有一个坚持了16年的“风俗”

除夕夜熬姜茶送执勤民警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葛梦园 袁伟鑫）“咣咣”，伴
随着声声铜锣响，还有善意的提
醒：家家户户、小心火烛，关好
门窗、防火防盗……

昨 晚 6 时 多 ， 天 色 暗 下 来
了，奉化锦屏街道奉中社区的街
巷中，孙玉良和沈祖恩两位年逾
七旬的“更夫”，戴上红袖章，随
带铜锣和手电筒开始巡逻了。一
路上，两人边敲锣边吆喝，每经
过一户居民家门口，都稍作停

留。“这会儿大家都在吃晚饭，多
提醒一句，就多一分安全。”

像这样的新春巡更，在奉中
社区开展已是第 15个年头了。社
区主任朱静芬说，奉中社区街巷
纵横，常住人口有 3000多人，且
居住分散，老年居民春节期间往
往要在家中烧香拜佛。因此，十
多年来，每年春节前后，社区都
会安排为期一个月的巡更，提醒
居民注意防盗用火安全。今年的
新春巡更从 1 月 10 日开始，一直

持续到农历正月十五。
巡更分一南一北两条线路，

孙、沈各管一条，相互呼应。至
晚上 8时半，两人巡更完一圈，回
到社区办公室稍作休息后，9时开
始巡逻第二遍。第二次主要是巡
逻，怕惊吵到居民，不再敲锣吆喝
了。“3 年前，尝试过用电子扩音
器，效果不好，居民反映听不惯。”
孙玉良老人说，他 2008 年参加新
春巡更，十年里已敲破了两面锣。

“除夕夜我都是在巡更中迎接新年

的!”老人感觉挺自豪。
居民说，每次听到巡更吆喝

声，感觉很亲切，心里更踏实
了。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社区
建议他们一旦遇到突发情况，立
即报告，由社区派人前去处置。

巡更是项古老的传统，寓意
着守望相助。沈祖恩老人说：“我
是名退伍老兵，只要身体还硬
朗，就会继续巡更下去。也希望
有年轻人来接班，共同守护一方
平安。”

铜锣声声守望平安

奉化奉中社区新春巡更15年不辍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胡黛虹 俞益科）走进象山县看守
所女子监区“林玲文化工作室”，30
多平方米的空间内摆放了数千册书
籍，由林玲和多名女子在押人员共
同设计制作的三字经、李清照填词
等主题墙绘令人眼前一亮……在这
里，女子在押人员忘却了苦闷茫
然，更在自行举办的“百家讲坛”
中找到了“桃花源”。据悉，这是
全省公安监管系统中唯一以文化教
育为主题的工作室。

林玲是女子监区管教民警。
2015年7月到岗后，她开始筹建女
子在押人员的“文化家园”。由看
守所出资以及女子在押人员自愿购
买下，三年多来女子监区添置了
2000 余册书籍，并分为“法律典
籍”“国学经典”“人文历史”“散
文 诗 歌 ” 等 10 余 种 类 别 。 每 周
五，女子在押人员可以借阅喜爱的
书籍。

光是漫无目的地读书还不够。
2017 年，“红学讲堂”拉开序幕。
在林玲鼓励引导下，误入歧途的中

学老师沙某大胆走上讲台，开设了
“金陵十二正钗”“红楼小人物”系
列讲座，从女性角度解读红楼梦人
物，激发了全体女子在押人员倾听
红楼、共读红楼的热情。

随着沙某获刑押解，林玲接过
接力棒，于每周五开设一堂“且介

亭追读红楼梦”讲座，实现了从警
察到“老师”的转变。且介亭是林
玲的笔名，她汲取周汝昌、刘心
武、蒋勋等红学大家的学术思想，
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引发了女子
在押人员的深思和共鸣。每周五成
了大家最向往的日子，有的甚至提

前做好功课预习。
在“红学讲堂”影响下，一些

文化层次较高的女子在押人员深受
鼓舞，纷纷开始备课。“隋唐史
传”“明史随话”“清史正话”以及
有关左宗棠、张学良、林徽因等历
史人物的讲座相继登场。“老师”
们一改卑怯之心，在讲台上获得了
自信、自尊和自爱，更体验了“予
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快乐。同
时，大量“百家讲坛”视频经刻录
后，每天定时在监区内播放，优秀
传统文化浸润高墙之内。

林玲还举办了女子监区在押人
员作文大赛，选出优秀文章加以点
评并进行奖励。去年“七一”，县
看守所开始出版“心声”月刊，稿
件均由在押人员创作。而“沙老
师”的“红学讲堂”笔记也在“心
声”上连载刊登。

文化滋养人心，近年来县看守
所女子监区的监内纠纷和违规事件
低发。“许多释放人员主动联系
我，倾诉她们改过自新的幸福生
活。”对此，林玲倍感欣慰。

让女子在押人员在书香中觅得“桃花源”

管教民警在看守所办起“百家讲坛”

林玲为女子在押人员开“红学讲堂”。 （俞益科 沈孙晖 摄）

村民喜分红村民喜分红。。（（陈益坚陈益坚 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冯罗鑫） 今年春节，慈溪几家医
院里暖心事不少：前有公安民警、
医护人员协作，向前来就诊的群众
送上现场写就的“福”字和春联；
后脚又有户籍民警上门，为新春宝
宝送上“身份证件”。

同样都是“春节的坚守者”，
过年前慈溪市公安局就和当地人民
医院有一个约定：一起为市民送上
新春祝福。正月初一上午，民警依约
来到医院，与医护人员合作，挥毫泼
墨，写成了100幅“福”字和100副
春联，为群众送上平安和健康。

猪年的吉祥物，这次非“小猪
佩奇”不可。送“福”现场，不仅
是小猪佩奇玩偶，“佩奇福”更是
受到了孩子们的追捧。“我在微博
上看到有人创作了‘佩奇福’，‘佩
奇’谐音‘配齐’，有着诸事物皆
齐备、什么都不缺的意思。”周天
璐警官说，为了练好“佩奇福”，
他私下练习了好几天，希望每个收
到“佩奇福”的小朋友都能感受到
警察叔叔最真挚的祝福，开开心心
过春节。

除了这波送“福”行动外，春
节期间还有户籍民警专程到慈溪市

妇 幼 保 健 院 为 新 春 宝 宝 办 证 送
“福”的事。前两天，徐先生升级
为爸爸，春节期间自然要多陪伴家
人，所以他选择了网络申报自然户
口。通过微信小程序“慈溪出生
一件事”，他上传了几张照片。慈
溪市公安局城区户证中心的户籍
民警通过网上审核、流转、办理
等一系列业务操作后，申报了小
宝宝的户口并送证上门。贴心的
户籍民警还给“新春宝宝”送上
了“佩奇”和“福”字，希望他可
以健康快乐成长。

“这是我们慈溪公安联合医院
推出的一项新便民利民服务措施，
徐先生家是第 33 个受益的家庭。
目前慈溪只有市妇幼保健院开通了
这 一 业 务 的 办 理 ， 下 一 步 将 推
广。”慈溪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经过近半年的试点，如今
新手父母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就能

“零跑”完成新生儿户口登记了。
而且，收到申请后，公安治安管理
大队会在两个工作日内将新制作的
户口本交由专职工作人员送至新生
儿父母手中。至于新生儿的社保
卡，届时指定银行会通知申请人到
柜台领取。

今年春节慈溪公安

医院送“福”
办证服务不打烊

王水成

如 果 说 ，
前 几 年 的 除

夕、春节期间，一些小区的烟花爆
竹依然还是“红红火火”“热热闹
闹”的话，那么，今年除夕、春节
期间小区的烟花爆竹几乎是很少听
到了，至少是有了大幅度的减少。

以笔者居住的小区为例，三四
年前，每到除夕晚上，各种各样的
烟花爆竹可谓是震耳欲聋，甚至连
窗户也被震得哗啦啦直响，以致不
少人家将其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尽
管如此，那烟花爆竹声依然声声入
耳、彻夜不灭。尤其是零点的钟声
一敲响，烟花爆竹声更是达到高
潮。今年除夕、春节期间，笔者所
在的小区很少听到烟花爆竹声，即
便是新年零点的钟声敲响之后，小
区里也比以往宁静了不少。

以笔者看来，今年春节之所以
少“枪”少“炮”，一方面得益于
强大的舆论攻势。近些年，各地的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都在大
张旗鼓地宣传环保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在舆论宣传的强大攻势下，春
节期间的烟花爆竹声自然一年少过
一年。另一方面市民的环保意识明
显增强。前些年雾霾天气日益增
多，特别是春节期间的烟花爆竹使
雾霾天气愈加严重，着实让老百姓
吃足了苦头，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
看到了烟花爆竹的危害，看到了环
保的重要性。

我 们 为 今 年 春 节 期 间 的 少
“枪”少“炮”感到由衷的高兴，
更为广大市民环保意识的增强而叫
好。相信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
提高，一些陋习会远离春节。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为今年春节
少“枪”少“炮”叫好

2月5日 （正月初一） 晚上，甬城三江口华灯璀璨，流光溢彩，尽显都市繁华。新春佳节期间，本市三江口沿岸数幢高楼大厦外立面组成的灯光屏
轮番演绎春节主题动画秀，为市民营造出喜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周建平 摄）

璀璨灯光璀璨灯光
扮靓甬城扮靓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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