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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凯侠 通讯
员 陈雨婷 李洁）“大家都是邻
居，又是老乡，楼下的损失适当给
人家赔一点，也花不了多少钱
……”近日，在镇海区蛟川街道中
一社区“乡音普法调解室”内，两
位四川老乡因空调漏水矛盾发生
争执。调解员牟大姐和刘师傅你
一言我一语，分别做着双方工
作。最终，在他们的调解下，这起
拖了半年之久的纠纷得到圆满解
决，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蛟川街道地处城乡接合部，
常住人口4.5万，外来人口13万
左右。蛟川街道外来人口占镇
海区外来人口总量的三分之
一。各类矛盾纠纷在各村（社
区）的外来人员聚居区并不少
见，一些琐事如果处理不当，可
能激化爆发。

近日，蛟川街道矛调中心在
中一社区成立了镇海区首个“乡
音普法调解室”，现有来自四川、
湖南、河南的调解人员6名。他
们长期居住在辖区，有人大代表
联络员、律师、企业员工、个体经
营户，他们热心公益、为人正直，
懂法律法规，具备一定的调解技
巧和社会威信。

调解员牟大姐来自四川，已
经退休的她经营着一家小店，平
时和邻里街坊都十分熟悉。有
一次管道漏水引发邻里矛盾，她

得知后先后找到双方当事人，以
老乡间相同的语言、相似的风
俗、相近的情感为抓手，拉家常、
聊生活，“我跟他们说，大家常年
出门在外谋生活，都不容易。身
在异乡，老乡就是兄弟姐妹，哪
有协商不了、解决不成的事，我
们这些四川老乡可别让人看扁
了！”听了牟大姐的话，双方都感
觉亲近了许多，于是她趁热打
铁，分析利害、耐心劝导，在和谐
的氛围中，管道漏水问题得到顺
利解决。

“由于地域、文化、语言等差
异，不少新居民在发生矛盾纠纷
时，更习惯与同乡交流沟通，因此
乡音调解员的作用就是用乡音、
乡俗、乡情及时化解新居民矛盾
纠纷。”中一社区工作人员王国富
说，相比于传统的社区人员调解，
这种“以外调外”的调解方式更能
被当事人所接受，将新居民矛盾
纠纷化解在基层。

蛟川街道矛盾调解中心在
外来人员聚住区搭建培育普法
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服务的

“乡音普法调解工作室”，旨在进
一步壮大面向基层的调解力量，
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
道防线”。据统计，“乡音普法调
解室”成立短短一个月，已经化
解矛盾纠纷 58例，调解成功率
高达98%。

每年的 11 月是一年一度的
“119”消防宣传月，据记者了解到，
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美团外
卖”“饿了么”5500余名外卖小哥，
开展“关注消防、生命至上”为主题
的消防公益宣传活动，将消防安全
知识与外卖一起送入千家万户。

“外卖小哥每天奔走在大街小
巷取外卖、送外卖，具有流动性强、
接触人员广的特点，是消防宣传的

‘绝佳人选’。”该支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整个消防宣传月期间，5500余
名外卖小哥穿上印有“请为他让行、
不要为生命添堵”和“关注消防、生
命至上”标语的背心马甲，走街串

巷，让安全通过一次简单的取餐、送
餐传递到每一位市民手中。

为扩大消防宣传覆盖面，确保
宣传活动取得实效，该支队联合“美
团外卖”制作了“家庭消防安全”餐
垫纸，外卖小哥将在送餐时，送出此
类消防安全主题的餐垫纸，让广大
市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消防教育，
切实提高自防自救的能力。此外，
该支队还与“饿了么”精心制作了宾
馆娱乐场所消防安全指南，提醒市
民入住时注意消防安全隐患，构建
全天候、全覆盖、无盲区、无死角的
消防宣传月工作新格局。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尹莹棋

以乡情乡音化矛盾、破难题
镇海“乡音普法调解室”成立一个月
化解矛盾纠纷58例，成功率达98%

不要钱！5000余名外卖小哥
专送“消防安全”外卖

昨天上午9时许，月湖景区北
区地下通道施工现场，距离地面
10.08米深的地下作业井内，16名
身穿工作服的工人在井内忙碌。在
他们身边，一台巨大的矩形顶管设
备缓慢向南区始发。这意味着，月
湖景区南北片区贯通工程正式启动
地下通道贯通施工。

“月湖景区南北片区贯通工
程地道总长度约71米，其中主通
道约 54 米。矩形顶管一天约可
进行 3 米，预计今年元旦前全线
贯通。”施工单位负责人中科盛博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副总施斌
告诉记者。

月湖景区南北片区贯通工程，
位于海曙区柳汀街与镇明路交叉
口。这是一条位于柳汀街南北两
侧、为方便月湖景区游客过街而建
设的一条地下通道。

地道南北侧出入口均在公园

内，主通道横穿柳汀街。两侧出入
口各设置楼梯踏步和一部无障碍垂
直电梯。

“地下通道贯通工程，设南北两
个出入口，工程北侧为始发通道井，
南侧为接收通道井，基坑的开挖深
度为10.08米。地道内部今后将形
成高度为3.3米、地面宽为6米的行
走通道。”施斌告诉记者。

“这项工程维护结构采用TRD
桩、通道采用矩形顶管施工，具有噪
音小、污染少、地道成型效果好、强
度高、工期短，以及能有效利用地下
空间等优势。在宁波老三区的地下
通道施工中，这项施工技术还是首
次应用。”施斌表示。

根据施工安排，这项工程计划
元旦前实现地下通道贯通，明年进
行通道装修、地面景观绿化。这个
工程预计 2021 年 4 月底全部完
工。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廖鑫

月湖景区南北片区
地下通道贯通施工昨启动
计划元旦前贯通，明年4月完工

记者 刘波 摄

11月15日，“垃圾分类市
民亲子公益游”活动在宁波广
播电视大学举行。本次活动
由宁波市垃圾分类指导中心、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市垃圾分
类学院）、宁波市科协、江北
区分类办联合主办，海曙泛
亚管理进修学校协办。100
余名中小学生和家长参与此
次活动，主办方安排了专题
讲座、趣味竞赛以及科普参
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何秧儿 张路 郑嘉敏

垃圾分类
市民亲子公益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