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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感言

新群体基层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吴乔璐 周秉

包片连户
居民依赖的好“管家”

上午 8 点半，李小燕准时来到
办公室。一放下随身的小包，她就
和往常一样，拿着手机、端起厚厚
的社工工作手册往外走，从社区巡
逻、走访开始，开启了一天的工作。

李小燕边走边介绍，包片连户
是社工最基本的工作，她是新芝路
95 弄 21 个楼道 272 户居民的包片
社工。“每天要巡查一遍，查看环
境、排查安全隐患、走访独居老人，
遇到突发情况能解决的当场解决，
不能解决的就通过手机上的‘宁波
E 通’平台上报；社工工作手册上
则记录着每户家庭的基本情况，平
时走访时不断及时补充更新内容，
做到心中有数。”

李小燕说，95 弄无物业，房屋
大多建于上世纪 80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虽然在党员骨干引领下，成
立了居民自助式物业，但是遇到各
类情况，大家还是习惯性找社工，
社工犹如居民的“管家”。

话音刚落，迎面遇上了 13 号
一楼 74 岁的徐阿姨。徐阿姨着急
地说：“小李快去看看，刚才我在楼
道口除草时，发现楼道地基下沉得
厉害，楼梯出现裂口，外墙面也脱
落；还闻到了化粪池散发出的气
味。”

事不宜迟，李小燕立即跟着徐
阿姨来到 13 号楼道口，发现情况
正如徐阿姨所言，她赶紧拍照上
传。“13 号 14 号两个楼道房屋老
旧，需要密切观察。这个问题需要
街道相关部门协调处理，属于四级
上报情况。”李小燕立即通知了第
三方房屋检测机构，接着联系了居
民自助式物业负责人项惠龙师傅。

不过 5 分钟，项师傅赶到现场
查看，发现公共化粪池畅通，异味
来自徐阿姨家，于是又联系81890，
请专业人员上门来疏通管道。与此
同时，第三方房屋检测机构也回
电，表示立刻派人前来查看房屋安
全情况。

其间，8 号楼 601 室的租客向
李小燕“求助”：太阳能热水器在漏
水。李小燕一边联系房东，一边通
知居民自助式物业派人上门查看。

95 弄有 25 位独居老人，是李
小燕的重点关注对象。9 点 30 分，
她来到 21 号 3 楼 82 岁的胡锡泉老
人家。听说胡老伯身体状况不错
后，李小燕便问起了老人正在办理
的不动产登记还需要什么帮助。在
这里居住了 30 多年的老人一个劲
地表扬：“小李工作热情、细致，经

常照顾我们，办事也非常高效，社
区太需要这样的社工了！”

从胡锡泉老人家里出来，李小
燕又前往 11号 78岁的独居老人周
阿姨家，她告诉记者：“周阿姨身体
一直不好，她的脊椎压迫神经，已
经在家躺了 4个月。她是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第三方帮扶对象，每天有
专人上门提供服务。”

面对李小燕的嘘寒问暖，周阿
姨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发病时，
是社区送我到医院的；在家不能
动弹时，又有服务人员买菜烧
饭、洗洗晒晒；小李还隔三岔五
上门探望，住在这里算是住对地
方了！”

众志成城
织就社区“和谐网”

一个上午，李小燕在 95 弄楼
道间转了好几遍，顾不上喝一口
水。面对居民的称赞，李小燕坦言，
并不是处理每件事情时都一帆风
顺，面对居民的突发事、烦心事和
棘手事，她也会遭遇误解、受委屈，
这些事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是件件事关居民的切身利益，不
能有任何疏忽和马虎。

“马桶堵塞、邻里漏水纠纷等
事件司空见惯；遇到台风天，低洼
地段积水严重，要转移居民。同时
95弄还有特殊情况，比如有一名因
失独受刺激的老人精神不稳定，还
有一名智障独居老人，家里卫生堪
忧，甚至马桶堵塞的脏水流到楼下
居民家，严重影响其他居民的居住
环境。”李小燕介绍，这需要社工或
不厌其烦地耐心劝慰，或上门帮助
打扫卫生，甚至请来专业消杀公司
上门清理，“工作虽然忙累，但是每
次得到居民的认可，看到他们身心
愉快地生活，自己内心也很满足。”

除了包片连户，李小燕还分担
社区信息、文体、社教三条线的工
作。李小燕说，居住着 8000 人的新
芝社区只有 10 名社工，社工必须
是“全能社工”，既下得了基层解难
帮困，又上得了台面能说会唱。

当天正逢每周三“寻智吧”开
展活动日，下午 2 点，李小燕发挥
自己曾经做过幼儿园老师的特长，
主持了“寻智课堂”开学典礼，这是
社区为失智老人及其家属量身定
制的照护等培训课程。3 点 30 分，
培训课结束后，想到最近垃圾分类
督导员提醒她，垃圾分类需要提高
准确率，她又挨家挨户上门发放

“垃圾分类全民行动”宣传单。
李小燕深有感触地表示，社工

的工作离不开社区党员骨干和群
众的积极参与。新芝社区设立了便
民服务中心、居家养老中心、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居民事务调解委员

会，还活跃着 28 支志愿者队伍。社
区“敲门队”志愿者、楼道小组长每
天探望独居空巢老人，“杏林春暖”
单身老人俱乐部每月定期开展两
次活动，洗涤房专为高龄老人、残
障人士免费清洗衣物，“绿芝护卫
队”常年默默为社区环境出力……

“大家齐心协力热心奉献，才能为
社区织成一张‘平安和谐网’。”

重视培养
社工素质日益提升

新芝社区像李小燕一样的 80
后社工占比八成，年轻社工的不断
成长，让面临退休的社区党委书记
陈珊霞很欣慰。陈珊霞介绍，李小
燕还善于挖掘社区资源，让社区有
各类才艺的能人充分发挥自己的
才能，社区被授予“中国结编织技
艺”和“面塑”区级非遗传承基地，

“年轻社工有干劲、爱钻研，这是社
区的一笔财富。”

在基层一线的两年工作让李
小燕对社工岗位深有体会。“社工
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基层服
务、矛盾化解、治理创新的质量
如何。”李小燕说，海曙区非常重
视对社工队伍的培养，结合岗位
职责、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
相关专业水平等因素，建立了社
工薪酬动态调整和正常增长机
制，不仅提高了社工工资待遇，
而且加大了从优秀专职社工中选
拔考录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的力
度，优秀专职社工被选拔担任各级
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并被
评为劳动模范，连续 15 年以上在
社工岗位工作或有突出贡献的优
秀专职社工能被评为‘荣誉社
工’，这让她工作干劲更足了。

李小燕透露，她所在的社区
有一半社工持有省人社厅颁发的

“社会工作师”证书，她也在积极
备考，力争早日获得“社会工作
师”证书。

李小燕所在的新芝社区的个
案其实是海曙区社工日益年轻化
和素质日益提升的一个缩影。来
自海曙区民政局的统计显示，截
至 2018 年年底，海曙区 102 个社
区中有专职社工 898 名，平均年
龄 39.45岁，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占
97.7% ，社 工 职 业 资 格 持 证 率 达
72.1% ，其 中 城 区 8 个 街 道 超 过
80%。截至目前，海曙有近百个社
会工作案例获全国、省、市奖，6 名
社工成为省、市级“社区工作领军
人才”，50 余位社工当选各级“两
代表一委员”和劳动模范。

记 者 王珏
通讯员 姚单 金黄

初夏，沿着镇海庄市“商帮寻
根”精品线，湿地松、香樟黄绿交
织，“清风”林带郁郁葱葱，芳香
四溢。精品线的另一端，近四百亩
花海以一种自然原始的方式绽放乡
村魅力：紫色马鞭草梦幻浪漫，缤
纷格桑花随风摇曳，月季、玫瑰、
波斯菊相继绽放，勾勒出“最靓颜
值”。一拨拨都市客纷至沓来，沉
醉田园花海不知归。

镇海庄市，从古时甬江边的渔
盐乡，到如今与宁波东部新城隔江
相望，教育资源优质，新兴产业集

聚。街道一面全力打造高科技园区
的集中聚居区，一面挖掘文化底蕴，
全域探索城乡融合、产城互动发展
的新路子。以“乡村振兴提升战”为
依托，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庄市
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今年，该街道
以党建亮显、文化提升、庭院美化等
30多个项目建设为抓手，全力打造
田园都市标杆。

先前，街道拆除勤勇村里原本
粉尘飞扬的瓦筒厂，关闭气味难闻
的养殖场，腾出 60 余亩土地，投入
160 余万元进行全封闭改造，打造
成居民健身、休闲的生态园。经过近
两年的建设，一条从江南第一学堂
起，经光明村、永旺村、勤勇村，至宁

波帮博物馆，全长近 13 公里的“商
帮寻根”文明风景线，呈现在人们面
前。文明风景线围绕勤勇村的“商”、
光明村的“帮”、永旺村的“寻”、江南
第一学堂的“根”，展示了集文明、生
态、产业、旅游等于一体的庄市“宁
波帮故里”特色文化。

庄市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永
旺村里约 450 亩土地因为出租、自
由养殖导致环境脏乱。街道将其流
转过来，开发花海项目“变闲为宝”，

形成了一道亮丽的乡村风景带。出
门见景，四季有花，在美丽乡村生态
宜居的建设中，永旺村算是“打了个
样板”。

如今，越来越多“生态+休闲”
的建设成果呼之欲出。过去一年，庄
市街道完成农村污水治理工程；建
成永旺梅园二期、勤勇生态园、逸夫
公园、樱花公园……污水横流、垃圾
堆积的情况不复存在。

“加快提升产城融合，以产业兴

旺带动乡村振兴。”庄市街道党工委
书记金燕介绍乡村发展思路，“全面
提升农村形象，让村民感受家园新
貌带来的幸福感，为宁波主城区北
部中心建设提供城乡融合发展的

‘镇海样板’。”今年，庄市街道着力
打造“光明田园大世界”和“永旺生
态休闲大本营”两大田园综合体，
发展文创农旅、土味农产、趣味农
教的经济创收模式，把美丽乡村转
化为“美丽经济”。

记 者 陈朝霞
海曙区委报道组 孙 勇
通讯员 徐璐琼

原汁原味的甬剧小调《竹之
韵》、娴熟专业的一招一式……
近日，在海曙区横街镇举行的
2019 横街“竹农下山”文旅节
上，横街镇中心幼儿园甬剧团的
小朋友精彩亮相，还被选为“最
美竹乡代言人”，让该园党支部
书记水小芬很欣慰，“幼儿甬剧
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条路我们会
坚持走下去。”

作为我市唯一的幼儿甬剧培
训基地，横街镇中心幼儿园甬剧
团成立于 2011 年，如今 8 年过
去 ， 这 个 甬 剧 团 已 有 22 名 团
员，每周二、周五上午坚持学
习，能坚持 8年并渐入佳境，让
水小芬连说“没想到”。

水小芬坦言，当初作为甬剧
“票友”的她在幼儿园设立幼儿
甬剧培训基地，只是一个尝试。

“甬剧在宁波地区喜闻乐见，极
具地方特色，百姓觉得亲切、接
地气。但是幼儿口齿不清，宁波
话还不会讲，更不要说唱了，很
担心半途而废。”水小芬回忆，
她的想法一提出，就得到了甬剧
名家王锦文的支持，坚定了她的
决心。

2011 年 10 月，该园甬剧培
训基地正式成立。王锦文当场
授牌并赠言“宁波甬剧后继有
人”，宁波市甬剧团还派出了资
深老师陈珺每周两次风雨无阻
前来授课。“面对幼儿年纪小、
理解力不够、动作不协调等实
际问题，陈老师耐心细致，口
手相传，真让人感动。”水小芬
说。

幼儿园也全力以赴，不仅安
排了两位专职甬剧老师，还在每
天幼儿入园时，安排一名迎宾
幼儿用宁波方言打招呼，美术
课上则教孩子们学习甬剧戏曲
人物泥塑，推广本土文化，同
时 启 动 了 “ 幼 儿 园 ‘ 童 化 甬
剧’课程的研究与实践”“‘玩
转甬剧’幼儿艺术活动开发与
实践”等 10 多个课题项目，攻
关幼儿甬剧教学理论。此外，
还根据横街“中国竹笋之乡”
和幼儿特色，老师作词、邀请
甬剧团专业人士作曲，创作了

《竹之韵》《学好样》《文明礼仪
歌》 等 10 余首朗朗上口的甬剧
曲目，形成独具特色的幼儿甬
剧教学体系。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
全园500多名幼儿每天一早都能
根 据 甬 剧 韵 律 完 成 “ 甬 剧 早
操”，幼儿甬剧团的小朋友不仅
掌握了幼儿园自编的 10 余首甬
剧 曲 目 ， 还 学 会 了 《田 螺 姑
娘》 等很多原汁原味的经典唱
段，连续两届获得“永远跟党
走”中国青少年艺术节浙江总
决赛金奖，两次应邀登上央视

“戏曲频道”舞台，课题项目
也夺得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幼儿参加各类比赛已
取 得 40 多 块 省 （市 、 区） 金
牌。

这两天，幼儿甬剧团的小
朋友又在老师的带领下，备战

“丝路国际艺术节”，“老师和孩
子都很努力，希望我们能出一
些好苗子，为地方文化传承作
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水小
芬表示。

童声嘹亮
传唱悠远
“甬调”

““小巷管家小巷管家””巧理百家事巧理百家事
——城区老小区社工的一天一天

5 月 8 日，风和日丽。走进海曙区西门街道新芝社
区，老城区居民熟悉的场景映入眼帘：逼仄的小巷、密
集的停车、来往的车辆，不断避让的行人……

作为典型老城区社区，新芝社区有2887户、5000多
名户籍人口，此外还有3000多出租户居民，辖区老年居
民占比超过25%，无物业小区占了2000户。设施老旧、老
年居民多、出租户多，是该社区的特点。

今年36岁的李小燕两年前从海曙区高桥镇中心幼儿
园幼儿教师岗位考入新芝社区担任社工，作为社区10名
社工之一的她，每天面对基层“一地鸡毛”的纷繁琐
碎，如何开展工作？记者跟随她，度过了紧张而忙碌的
一天。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工作为最基层穿针引线的“绣
花针”，在基层宣传政策、化解矛盾、社会救助、预防犯罪等许
多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工作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安居乐
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社工每日和居民零距离接触，面对的大多数是家长里短、鸡
毛蒜皮的小事，尤其是在城市无物业老小区，拆迁户、出租户、
老年人口多，房屋老旧、设施陈旧、环境卫生压力、消防安全隐
患、停车难题等加大了社工的工作压力，更需要社工踏实肯干，
以耐心细致的专业态度面对日复一日的烦琐工作。

诚如李小燕所感悟的，群众事无小事，立身立行暖人心。基
层社工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和工作执行力，真正把群众的事当作自
己的事，当好群众的服务员，于细微处见真情，提升群众幸福
感，夯实基层稳定的基础。

“甬商故里”：
产城融合打造新乡村造新乡村

李小燕 （左） 上门走访独居老人。

李小燕(（左） 在了解垃圾分类情况。

李小燕 （站立者右一） 主持“寻智课堂”开学典礼。（陈朝霞 摄）

图为幼儿甬剧团小演员在
表演。 （陈朝霞 摄）

图为永旺村花海。（姚单 王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