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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徐铭怿 吴立高

废 弃 的 古 井 变 身 “ 饮 水 思
源”，倒塌的老屋改造成“忠孝广
场”，闲置的民居蝶变为“渔文化
馆”⋯⋯近段时间，宁海强蛟下渔
村采用“艺术”改造的模式造景，
一处处断垣残壁被“微改造、精提
升”为独具匠心的小景观，迸发出
前所未有的艺术活力和幸福色彩，
逐渐“复活”的千年渔村开始展现
独特魅力。

下渔村濒临象山港尾端的宁海
湾，全村 500 多户人家，村民大多
以捕鱼或海洋运输为生。随着陆路
交通的发达，港口日渐萧索，村庄
50 年来没怎么变化过，昔日热闹
繁华的渔村成了“空心村”。

新换届的村两委班子成员多次
集体探讨发展思路，决定以党建引
领“艺术振兴乡村”，大力发挥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充分挖掘自然
资源、人文产业等方面的元素，以

“艺术”为魂，以“旅游”为径，

用更优的渔村环境吸引游客前来观
光，发展振兴乡村旅游，复活“空
心村”，实现美丽村庄与美丽经济
共赢。

为确保渔耕文化传承、传统民
居保护和旅游开发达到和谐统一，
村里还定下“三不三要”原则：不
大改大拆，要精修精调；不破坏风
貌，要原汁原味；不浪费资源，要
就地取材。

思路清，天地阔。党员干部、
村民代表带头拆除自家老房，挨家
挨户发动村民清理环境美化节点。
同时，聘请本土乡建艺术家周毅作
为驻村艺术家，帮忙设计节点助力
村庄蝶变。

村民纷纷捐出自家的宅基地，
50 多户村民的 40 多间宅基地成了
村里的“公用地”。

“为了不让村民受损失，村里
还跟捐地的村民签订一份协议，明
确权属。”该村党支部书记薛瑞岳
介绍，随着村民志愿者的自发加
入，“艺术破冰”行动势如破竹，
一鼓作气拆除危房数十间，清理出

公共空间 2000 余平方米，打造串
联艺术化景观小品 10 余处，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村民踊跃的捐地行为，也触动
了村里老人的心。“我们也不能闲
着，趁着还有力气一起来干。”70
岁的薛国法主动加入节点改造的队
伍。“村民都是自发加入，没有要
过一分报酬，材料也都是拆除老房
子后的废弃木料和石料，仅有少数
材料是村里购买的。”薛国法说，

目前，全村有 100 余名村民加入做
义工的队伍。

薛瑞岳掏出手机，打开节点改
造前的照片告诉笔者，全村人迫
切想改变落后面貌，也想早日拥
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美
丽乡村。目前，下渔村在上级部
门 的 帮 助 下 争 取 到 了 建 设 资金，
菜市场、党群服务中心等项目已经
完成招投标，滨海旅游栈道也将马
上开工。

艺术“复活”沉睡渔村

50多户村民自发捐出宅基地

本报讯（记者易民） 继本报连
续曝光市区部分写字楼及周边不文
明乱象后，记者和宁波市文明创建
市 民 巡 访 团 再 次 探 访 其 他 区 县

（市） 的部分楼宇及周边，发现类
似乱象迭出，亟待整改。

象山县
金穗大厦：大厦北侧小巷内，

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互相侵占着对方
的停车位。路面污水横流，油污遍
地。部分餐饮店的油烟管道处漆黑
一片。道路中央可见大量建筑垃
圾，一侧电箱门敞开，而电箱上方
的屋檐正滴着雨水。

汇金大厦：每层消防通道的墙
壁上都贴着“禁止烟火”的牌子，
但还是有人吸烟，10 楼楼道更是
烟味呛鼻，楼梯旁的垃圾桶上也丢
着烟蒂。大门前的空地上，车辆胡
乱停放。东侧绿化带中有不少垃圾。

天力大厦：北侧道路的一个垃
圾投放点，脏乱不堪，垃圾遍地，
距离垃圾桶约 5 米的坡面位置，垃
圾更是一片狼藉。附近，大量机动
车违停在人行道上。商家为了防止
车辆堵门或为了抢车位，在人行道
上随意放置轮胎、锥形桩、金属板
等物件，用来占位的轮胎内也扔满
了垃圾。

奥林大厦：外围天安路人行道
上散落着垃圾。不少共享单车的车
篮内，也被扔了垃圾。

余姚市
玉立大厦：大厦荒废已久，大

楼外墙和部分结构残破。外侧围栏
和墙体或破损或倒塌，一旁路灯被
摘了“头”。附近非机动车道上车
辆违停。

中宇大厦：周边 3 根路灯杆子
直接“躺”在绿化带上。一些停车
位周边垃圾散落。附近垃圾桶旁的
地面上堆着大量装满垃圾的袋子。

阳光国际大厦：外围人行道被
众多车辆、杂物占据。绿化带中，
香烟盒、塑料袋、酒瓶、口罩等垃

圾到处可见。大厦露天停车场周边
杂物堆放，一些角落堆放着啤酒
瓶、纸箱、泡沫箱等垃圾。

君豪中心：一旁人行道和非机
动车道上均有车辆违停。绿化带中
数个雨水井井盖缺失。附近地面垃
圾残留，有的消防通道堆放着大量
杂物。

慈溪市
泰安大厦：旁边休闲长凳上丢

着整袋的垃圾，污水外流。部分地
面垃圾散落。大厦正门位置的道路
上 ， 车辆胡乱停放，现场拥挤不
堪。一些商家将杂物堆放在道路上。

永敬商务楼：楼下绿化带里
有不少垃圾，且很多已腐烂。入
口台阶上还丢着燃烧后的煤渣，大
厦玻璃顶上有大团黑绿色物质，肮
脏不堪。

碧海大厦：地面上，纸巾、牛
奶盒、圆凳、酒瓶等垃圾随意丢
弃。沿街商铺的后门区域堆满杂
物，甚至还有煤气瓶。部分墙体
脏黑。

匠心教育城：部分外立面发

黑。入口处停放的车辆严重侵占盲
道。地面有大片积水。周边路面散
落着垃圾。

宁海县
外经贸大厦：屋顶保温层大面

积破损。大厦内的洗手间里有人吸
烟，烟蒂被随意丢弃。

天广楼：北侧角落，电线胡乱
缠绕，堪比蜘蛛网。接电箱生锈老
化，箱门半开，存在安全隐患。厨
余垃圾被丢入其他垃圾桶。

世贸中心写字楼：附近人行道
上车辆违停。12 楼公共电梯厅角
落放置着架子，地面上堆着快递。
厨余垃圾桶里丢着其他垃圾。

西子国际中心写字楼：西侧绿
化带围栏多处歪斜松动。楼内垃圾
未分类，厨余垃圾桶内丢着包装
袋、纸巾等其他垃圾。

宁海县金融中心：入口处虽然
张贴着防疫通行码，但无人值守。
一楼男厕马桶前扔着烟蒂。停车场
路面严重破损。广场内每个垃圾桶
顶部都有很深的积水，有的还漂浮
着烟蒂。

写字楼及周边乱象亟待整改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中小
学校和幼儿园扩容建设工程”是
2021 年市民生实事项目之一。昨
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市
人大代表开展视察，对此项目实施
情况开展专项跟踪监督。

根据民生实事项目计划，今年
全市要新 （改、扩） 建 50 所中小
学和幼儿园，其中竣工 35 所，建
筑面积共为 38 万平方米，建成后
可新增学位 2.5 万个。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实地察看
了奉化区方桥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宁
波实验学校和鄞州区钟公庙第二初
级中学两个在建项目；随后召开座
谈会，听取市教育局、鄞州区教育
局关于中小学和幼儿园扩容建设工

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并开展互动交
流，听取意见建议。

视察组在充分肯定我市中小学
校和幼儿园扩容建设工作成效的同
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视察组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从
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开展中小
学和幼儿园扩容建设工作的重要
性，强化责任担当，切实将其作为
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好抓实。
要用讲担当的力度，紧盯目标抓建
设、紧盯安全抓建设，科学推进中
小学和幼儿园扩容建设工作。要以
讲民生的温度，确保中小学和幼儿
园扩容建设工作真正发挥实效，不
断提升教育水平，让更多的孩子享
受优质均衡的教育。

市人大常委会跟踪监督
“中小学和幼儿园扩容建设工程”

本报讯（北仑区委报道组金
鑫星 记者厉晓杭） 根据疫情防
控情况及相关要求，北仑区部分
场所于前天起恢复营业。昨天，
北仑区各职能部门分组对区内部
分场所疫情防控情况进行检查，
确保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工作落实
到位。

昨天上午，新碶派出所对区
域内的足浴店、KTV、网吧等娱
乐场所开展疫情防控专项检查，
加强疫情防控管理。民警李科迪
表示，下一步将对辖区内的娱乐
场所开展不定期检查，确保各娱
乐场所将各项防疫措施落实到位。

昨天上午 10 时，北仑区委

宣传部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北仑银
泰 博 纳 影 院 、 富 邦 广 场 CGV 影
院，详细检查了“测体温、戴口
罩、健康码”以及温馨提示等“守
小门”措施情况，疫情防控应急预
案、防疫物资配备、员工健康管理
和全员接种、影厅场所设施消毒、
不超过 75%上座率、无接触方式售

票等措施落实情况，查看了线下售
票实名登记表，提醒观众观影期间
全程佩戴口罩。

恢复营业的通告发布当晚，北
仑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即对
中心城区的 5 个歌舞娱乐场所进行
了检查。检查过程中，执法队发现
各场所测温、扫码、戴口罩、限
流、消杀等疫情防控要求基本到
位，对于个别场所在地下一楼电梯
口缺少人员防控的问题已经要求整
改。昨天上午，执法队又前往大碶
街道，对辖区内部分网吧、酒店等
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常态化落实情况
进行检查。

重点场所恢复营业后

北仑开展疫情防控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王博 徐能 鄞
州区委报道组杨磊 通讯员郑瑶）
昨日上午，鄞州区“艺术振兴社
区”现场发布会举行。中国人民大
学副教授丛志强团队公布了以“育
人”为主题的白鹤街道丹凤社区、
紫鹃社区空间设计方案。这标志
着，全国首个“艺术振兴社区”在
鄞州正式启航。

今年 4 月，白鹤街道聘任丛志
强为“艺术新生”首席策划官，探
索在丹凤社区、紫鹃社区实施“艺
术振兴社区”。丛志强团队先后 4
次到社区实地调研，举办居民议事
活动 8 场，形成“需求清单”“问
题 清 单 ”“ 资 源 清 单 ”“ 任 务 清
单”。仅第一次活动现场就收集居
民需求 42 个、社区问题 13 个，为

“艺术振兴社区”整体方案提供了
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天的活动现场，丛志强向居
民发布了丹凤社区和紫鹃社区艺术
振兴设计的方案，共 18 个改善设
计、解决需求的创意节点，一张张
设计图成为“艺术振兴社区”的美
好生活画面。

未来，作为全国首个“艺术振
兴社区”，如何以“振兴”“赋能”
来提升居民美好生活？根据计划，
白鹤街道将打造以“育人”为核
心，以共同劳动、共同锻炼、共同
创作、共同展示、共同社交为特色
的五大“共同空间”，将社区塑造成
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将居民个体技
能转化为社区营造绝活，培育居民
成为社区营造的主人。

首个“艺术振兴社区”鄞州启航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产业
工人安全培训深化工程”是今年宁
波市十件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目前
该民生实事项目任务实施情况进展
如何？昨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
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对此项目实施
情况开展专项跟踪监督。

根据民生实事项目计划，我市
今年要建成 22 家应急 （安全） 宣
传教育体验 （实训） 馆，开展产业
工人安全培训和实践 50 万人次。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赴北仑，
实地察看了宁波卓新通讯接插件有
限公司和北仑敬德培训学校；随后
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应急管理局、
市消防救援支队及北仑区政府关于
产业工人安全培训深化工程实施情
况的汇报，并开展互动交流，听取
意见建议。

视察组在充分肯定我市产业工
人安全培训工作成效的同时，对下
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视察组强
调，市、区两级相关部门、企事业
单位要提高认识，认真贯彻落实

《宁波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规定》，推动安全培训责任
落到实处。进一步梳理问题、深挖
原因、压实责任，坚决“不打折
扣、不做选择、不搞变通”，确保
完成民生实事项目目标任务，向人
民交上一份高分答卷。要改进工
作、务求实效，推动项目做实做
优。注重目标管理，建立更加科学
规范的民生实事项目资金保障机
制，进一步提高项目的实施绩效。
要注重协同、增强合力，打造项目
成功模式。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呼
声期望，确保工作得到群众的认可。

市人大常委会跟踪监督
“产业工人安全培训深化工程”

记者 董惊鸿
余姚市委报道组 谢敏军

“阿桥人真好哉，有事情叫一
下，马上就来了！”这几天，余姚
市临山镇邵家丘村 70 多岁的独居
老人王阿婆逢人就夸“阿桥”好。
王阿婆口中的“阿桥”全名叫阮秋
桥，既是党员，又是邵家丘村第五
网格网格长。几天前，王阿婆发现
家里的马桶水管堵塞了，只能拎着
水桶冲洗，不方便也不安全。接到
王阿婆的电话后，阮秋桥马上赶去
帮她修好。这样的“小事”，在余
姚的各个乡镇街道几乎每天都在发
生，广大党员通过“联六包六”工
作法访民情解民忧，得到基层群众
点赞。

所谓“联六包六”工作法就是
安排 1 名党员联系 6 户农户，做好
重要事项传达、意见收集反馈、矛
盾纠纷化解、违规事项劝阻、结对
共建帮扶、惠民政策宣传等 6 项工
作。如今，余姚已有 3 万多名农村
党员和群众结成对子，在“三为”
专题实践中创新实施“联六包六”
工作法。

“联六包六”保民生，让低收
入者更有保障。大岚镇根据山区村
民老龄化相对严重、低收入农户较
多的实际情况，结合“一户一策一
干部”结对帮扶活动，要求结对党

员每周至少联系农户一次。同时组
织镇村干部建立“暖巢”服务队，
定期上门探访，及时解决村民生活
照料、被褥换洗、健康检查等现实
需求。

“联六包六”利民生，办理业
务更便捷。梁弄镇强化数字赋能，
通过为农户上墙“智慧门牌”，让
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反映问题、表达
诉求。老百姓只要扫一扫门牌上的

“户联码”，即可进行政策咨询、预
约办事、上传意见建议等，结对党
员通过“五彩梁弄”数字乡村平
台，就能第一时间收到相关信息，
及时予以反馈处理。今年以来，该
镇 党 员 累 计 走 访 群 众 3.8 万 多 人
次，解决实际问题近 5000 件。

“联六包六”稳民生，让“老
大难”无处遁形。联户党员交流走
访了解群众情况不是终点，重点是
研究解决走访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和
棘手问题。大隐镇云旱村第二前哨
支 部 设 立 “ 党 员 驿 站 · 村 民 说
吧”，借助每月 15 日“村民说事
日”暨“初心实践日”，安排联片
村干部、村民代表、老党员、老干
部等一同研究解决党员联户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能解决的当场答复，
不能解决的提交村党总支进行商
讨，并由支部书记做好书面记录，
真正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
落。

余姚“联六包六”工作法
深入一线为群众解难题

新学期开学在即，
我市各学校积极开展校
园清洁消毒活动，切实
筑好校园防疫墙，迎接
师生的到来。昨天，在
江北中学，消杀人员手
持专业设备对校园食
堂、通道、垃圾房等公
共区域进行全方位、无
死角的预防性消毒作
业，确保有序安全开
学。
（王鹏 翁晨丹 摄）

大家一起动手，建设美丽家园。 （孙吉晶 徐铭怿 摄）

消杀
迎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