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2
责编//高凯 楼世宇
责编

审读//胡红亚
审读

2020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一
美编//张靖宇 照排
美编
照排//车时超

为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冬日温暖

“爱心茶亭”
现身甬城街头
一杯爱心茶，夏天能消暑降温，冬天能暖心暖胃。昨日上
午，记者在位于海曙区苍松路的新湘源餐馆看到，由市城管
义工协会发起运行、市创二代联谊会捐赠，具备多功能的“爱
心茶亭”设备正式启用。它们正是由大家熟悉的、连续两年
出现在甬城街头的“爱心冰箱”变身而来。

水温自主调节，还提供多款茶包
在现场，记者看到，不少环卫
了。我回家要跟老伴说，
以后就留
工人围在茶亭周围，有的在自己冲
在这里打工生活，
哪都不去啦。
”
泡凉茶，有的正从义工手里接过茶
据悉，这批“爱心茶亭”预计
水，还有的端着茶杯，坐到店里拉
共投放 8 台，将于 7 月 1 日前全部
起家常。尽管黄梅时节的闷热和
完成安装。茶亭基本放置在沿街
酷暑一时难消，但是一杯爱心凉茶
合适位置，
既确保有人管理、消毒，
足以让一身的疲惫暂时遗忘。
又方便户外工作者随时取用。
看着工人师傅们有说有笑的
“考虑到当前疫情防控实际情
样子，餐馆老板陈伟动情地说：
“这
况，我们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判。
个茶亭我们会长期认领，也会精心
这批‘爱心茶亭’点位都是工作人
管理，欢迎周边的户外工作者‘经
员实地评估后，
精挑细选出来的。
”
常回家’坐坐，我们会一直给大家
市城管义工协会秘书长刘拥军说，
提供休憩、热饭热菜、应急药品等 “为减少接触，
提高卫生防护能力，
服务。”
我们对设备进行了升级。茶亭里
“太好了，想喝温的、凉的，自
装的实际上是一台有多个滤芯，
具
己可以调，还有茶包，忘记带杯子
备沸水、温水功能的直饮水设备。
也没事，这儿有。
”
保洁员孙师傅高
水温自主调节能让饮用更加健康，
兴地说，
“我刚来宁波不久，这里真
不同季节提供多款茶包，
也将满足
是一座爱心城市，我们干活更有劲
更多户外工作者的不同口味。
”

最美城管义工芦杰（右）上街为户外工作者送凉茶
上街为户外工作者送凉茶。
。 通讯员供图

2 年来，3.6 万人次参与义务服务
记者了解到，
“ 爱心冰箱”
“ 爱心
茶亭”项目，由宁波市城市管理义务
工作者协会发起，
宁波市慈善总会等
公募支持，
恪守
“今天有明天还有，
夏
天有冬天还有，今年有明年还有”的
承诺。
2 年来，42 台冰箱、9 万余瓶饮
品、10 万余杯热茶、20 余万元捐款、
3.6 万人次参与义务服务……这场旨
在关爱户外工作者的爱心义举，
得到
数以万计的热心市民、爱心企业持续
接力，得到宁波市委宣传部、宁波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等党政部门支持肯

定，获得浙江省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宁波市宣传思想文化创新奖等荣誉。
“爱心茶亭”项目将长期服务于
穿梭在城市街巷的执法人员、环卫工
人、市政修路人、园林养护工人、智慧
城管信息采集员、快递外卖小哥等一
线户外工作者。宁波市城管义工协
会会长王自强表示：
“ 协会希望通过
这个项目履行社会责任、信守爱心承
诺，向一线户外作业人员送上关爱、
敬意和感恩，
倡导全社会共同关心户
外工作者，
让爱心接力、让初心更纯、
让城市更美。
”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陈泽州

海曙区社会组织认领
十大文明行为倡导责任

“坦克”
科技范十足

用轮胎制作的花盆

翰香景庭的物业师傅太有才

用
“科技范”
创意点亮小区
近日，镇海翰香景庭的居民
们被出现在草坪上逼真的“坦克”
“愤怒小鸟”以及“奥运五环”等
“大家伙”惊艳到了。到了夜间，
这些“大家伙”还能发光，小孩子
抢着与它们合影。
记者了解到，这些物品都出
自小区物业人的 DIY，所用到的
材料均为废弃物品，没有额外花
一分钱。
翰香景庭小区目前有住户约
1200 户。起初，有 DIY 想法的是
物业经理张影。她告诉记者，老
旧小区在微改造中用到了轮胎彩
绘，新小区也想用这些创意，为小
区景色锦上添花。
“我们辖区有汽修店，有废旧
轮胎。我打算把这些轮胎要过
来，做成五彩花盆。后来网上一
查 ，发 现 轮 胎 能 做 的 物 品 还 挺
多。”她和物业工程部的师傅商量
后，决定先做一个
“坦克”
试试。

物业工程师，平时的工作是
小 区 的 水 电 维 修 ，但 是 用 轮 胎
DIY 工艺品却是破天荒头一回。
“我们的物业师傅虽然心里没底，
却很有兴趣。
”
张影笑着说。
材料收集齐后，
物业服务中心
后面较为隐蔽的一块空地，
成了物
业师傅们的工作室。工作之余，
他
们纷纷往那里跑，
切割、
焊接、
打磨、
上色……每一道工序都没有一丝
马虎。
“平时我们用来维修水电的本
事，
都在这些物品的打造过程中用
上了。
”
物业师傅詹杰笑着说，
为了
让
“坦克”
亮起来，
他们想到了躺在
工具间的声控开关。
“之前，
楼道的
声控开关坏了，我们安上了新的，
老的开关修好后放入了工具间，
再
没有发挥过作用，
这次正好派上用
场。安装声控开关后，
站在
‘坦克’
前，只要一跺脚，就能发光。”物业
小哥魏平环告诉记者。

制作完成后，这辆“坦克”重
达 300 多斤，最终由 6 个大男人抬
着，在靠近西门岗的小区一期和
二期中间的草坪上
“安了家”
。
“坦克”的出现，深受小朋友
们的喜爱，也赢得了居民的广泛
好评。
“坦克”制作完成后，留下了
许多切割下来的轮胎边角料，一
部分做成了“奥运五环”，剩余的
一部分，物业小哥魏平环自告奋
勇做起了
“愤怒小鸟”
。
“为物业人变废为宝的创意
点赞！”小区居民林先生跟记者说
道，
“ 我 2 周岁的外孙女很喜欢这
只红色的小鸟，说这是小区的‘大
公鸡’，这些创意不仅为小区增添
了景致，也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
资源节约利用的科普场所，告诉
孩子们闲置甚至废弃的物品也能
重新焕发光彩。
”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郭玲燕

本报讯（记者 陶倪 通讯员 杜艳
美）2020 年是宁波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六连冠”的决胜之年。为助力海曙以
最好的形象、最佳状态、最美的风景迎
接文明城市测评，
昨日，
“文明城市六连
冠，社会组织在行动”海曙区社会组织
党建公益日活动，
在集士港镇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举行。
据了解，
此次活动由中共海曙区委
两新工委、宁波市海曙区民政局主办，
海曙区社会组织综合党委、海曙区社会
组织（党建）服务中心承办，
集士港镇社
会组织党群服务中心、集士港镇社会组
织服务中心协办。
活动现场，
进行了集士港镇社会组
织党群服务中心、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正
式揭牌仪式；
由集士港镇社会组织党群
服务中心代表宣读文明行为倡议书，
同
时现场完成了
“社会组织文明城市倡导
责任认领”
。
“排队守序、文明就餐、文明上网、
文明经营、随手志愿、垃圾分类、文明养
宠、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乡风”等
十大文明行为由西门圆梦义工总队、海
曙区餐饮协会、宁波市心理援助协会党
支部等十个社会组织党组织或者社会
组织认领倡导责任，
承诺在未来的活动
及宣传工作中融入文明行为倡导内容，
让社会组织成为文明行为的代言人。
现场的社会组织代表参与了承诺仪式，
并在“文明城市六连冠 社会组织在行
动”
卷轴上签字。
“文明行为倡导责任认领”活动进
一步推动了“文明城市人人创建、文明
成果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此外，活
动现场还首发了
“社会组织文明城市倡
导宣传视频”，宣传视频内容将文明行
为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