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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出身边“小确幸”

走进鄞州区中海环
宇城，时不时能看到文明
宣传语；在二楼连廊处摆
放着一台公共钢琴，时常
传来悦耳的钢琴声，宁波
老年大学钢琴学会银辉
志愿者们定期在这里演
奏……

在鄞州区白鹤街道
的“文景十一铺”，居民王
师傅拿着破旧的橱柜走
进“艺术再鲜”店铺。只
要一周左右时间，这件老
物件将在主理人陈晓静
手中迎来“重生”。

这些只是鄞州区“15
分钟文明实践圈”的缩
影。群众的需求在哪里，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触角
就延伸到哪里。今年，鄞
州整合街区、商圈、社区、
校区等资源，打造触手可
及的常态化文明实践项
目，把无形的文明“送”到
群众家门口，“种”进百姓
心里头，绘就共同富裕的
文明底色。

“这是用居民废弃的门板做的
茶几，这个柜子也是翻新的。旧物
置换，废旧的老物件经过翻新，完
全大变样了。”在鄞州区白鹤街道
打造的“文景十一铺”，“艺术再鲜”
店铺主理人陈晓静向记者展示她
的旧物改造作品。

陈晓静是个90后，经营着这
家集花艺、手工文创、旧物改造等
于一体的创意小店。

对老旧社区来说，楼道堆物问
题是文明创建的一大顽疾。居民总
喜欢将废弃的旧物堆放在楼道，大大
影响楼道整洁。最近推出的“旧物焕
新”计划，让很多居民来了兴致。

“居民拿来旧衣柜、旧沙发，我
们可以教居民一起改造，他们也可
以用旧物置换鲜花。”陈晓静告诉
记者，“对老年居民来说，旧物改造
不光是因为节约，更多的时候，是
延续旧物里的故事和记忆。”

在文景十一铺，11家店铺各具
特色。“时光流影”“鲁班课堂”“超级
零售”三家店铺由专业机构和志愿
团队担任轮值店长，商业经营的同
时可以作为志愿服务活动阵地。而

“大道聊吧”和“便民老哥”等则是纯
公益性店铺，免费为居民提供沟通
交流空间和理发等志愿服务。

让旧物重焕新生
公益店铺藏身老旧社区

中海环宇城是省内首个“15
分钟文明实践圈”商圈，这里和普
通商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或许
走进这里，就能找到答案。

在中海环宇城商圈志愿We
站，志愿者可以兑换积分，定期有
志愿者上岗。走在商圈，每一处
拐角都精心布置，文艺和潮流相
结合，这里是精特亮工程“时尚滨
江线”的重要节点。今后，商圈与
公共文化将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
花，诸如宁波标志性建筑主题摄
影展、“妙趣横生”主题儿童绘画
作品展等将轮番登场。

时不时传来的钢琴声，让这
个商圈多了一份独特气质。东郊
街道结合“人人街区·商圈计划”，
联合善园公益团队，发动了一批

爱好音乐、有钢琴基础的宁波老
年大学志愿者作为常驻嘉宾，让
走进商场的群众能定期听钢琴
音乐会。

很快，这里将启动“公益1小
时”志愿活动，发动商场店铺和社
区居民，每天利用1小时做随手志
愿，比如“地上垃圾随手捡”“不文
明行为随手劝”“最美瞬间随手
拍”等。

在环宇城，用志愿服务积分，
还能兑换一份惊喜。今年3月份，
江丰社区和环宇城联动，为志愿者
推出定制版的礼遇清单，涵盖餐
饮、百货等，都是实打实的福利。
覔书店工作人员说，他们是第一批
上礼遇清单的，三星级以上志愿者
来购书可以享受折扣价。

文明实践有声有色
在商圈看到文明宁波

打造“15分钟文明实践圈”，
就是让居民就近参与，让文明触
手可及。那么，如何保持新时代
文明实践圈的热度？这是一场

“双向奔赴”的美好。
去年开始，白鹤街道打造这个

深藏于老旧社区的“文景十一铺”，
今年3月正式开门迎客，现在这里
俨然成了居民的网红打卡点。

这里有创新轻食、非遗手工、
智能家居、家政服务，也有引导废
旧物品改造为艺术品的创意小
店。通过“造血+输出”，为志愿服
务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和内容服
务，找到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的
支撑力量。

作为城区街道，白鹤街道的
老旧小区、居民人口、街区路网呈
现“三密集”，如何因地制宜，为居
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文景十
一铺”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白鹤街道相关负责人说，他
们通过有机更新和艺术改造的方
式，对原来“脏乱差”的街区环境

进行综合整治提升，回收店面房
用于公共服务。在功能上，按照
贴合居民生活日常和精神文化提
升要求引进小店。在运行上，实
行“商业反哺公益”的方式，街道
采取免租等形式扶持店铺经营，
店铺部分收益投入公益基金，通过
店长培植、技能培训、社情收集、服
务开发、活动开展等形式培育志愿
团队、孵化服务项目，向各个社区
输出志愿服务，助推商居共治、人
人参与、共建共享的文明之风。“随
着疫情散去，这些店铺的常态化志
愿服务活动将陆续开展。居民可
以参与其中，享受其中。”

3月14日，鄞州区“15分钟文
明实践圈”进商圈暨东郊街道“人
人街区·商圈计划”启动仪式在环
宇城展开，这三个月来，商圈不断
制造着各种惊喜，这同样是一个
共同缔造的过程，秉承着公益先
行、文化引领、市场造血的理念。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郑瑶 章军 文/摄

如何保持文明实践圈的热度？
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美好

藏身老旧社区的文景十一铺。

志愿者在中海环宇城能享受定制版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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