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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从谷）“老
爸已康复出院，麻烦您在群里说一
声，让好心人不要再捐款了，否则
我们欠大家的情太多了……”日
前，朗霞街道杨家村西干片网格长
收到村民干女士发来的这样一条信
息。原来，今年7月，该村村民老
干生病住院，因经济困难，无力支
付6万元手术费。网格长获悉后，
及时将爱心捐款信息发布到网格
群，并积极宣传、引导，号召广大
村民踊跃捐款，前后仅13个小时
就帮老干筹足了6万元手术费。由
于此后仍有不少爱心人士联系老干
的女儿干女士表达捐款意愿，干女
士只好再次向网格长求助。这是朗
霞街道积极助推基层社会“治理”

向“智理”转变的一个小镜头。
近年来，朗霞街道坚持以社会

治理“一张网”和“四个平台”建
设为抓手，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
社会治理的新机制、新路径，不断
提升辖区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和
安全感。

作为宁波市基层社会治理试点
单位，朗霞街道完善了原有综合信
息指挥室视频指挥室、办公室硬
件，新建200余平方米的实体化综
合执法中心和综合分析研判会商
室，并于去年9月在全市率先成立
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为基
层社会“智理”创造条件。

今年1月23日晚，在武汉经
营裘皮服饰的温州商人一家三口，

开车直奔租住在中国裘皮城的
“家”——余姚裘皮风情街 （一
期）某幢某室。车到朗霞时，已是
24日凌晨。当天上午有群众在街
道社会治理“一张网”平台上反映
此事。该消息被实时转给了辖区

“47网格”网格长。
当时，大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防控还处于摸索阶段。“47网格”
网格长告诉记者，得知消息后，他
立即驱车赶到裘皮城，通过公共视
频查看到该辆私家车进入的画面。
经与裘皮城物业部门对接，很快就
确定了住户信息。

“47网格”网格长赶紧把掌握
的第一手信息发到街道社会治理

“一张网”平台上，该街道分管领

导立即统筹卫生院、派出所等单位
的网格成员，连同网格长一起登
门，测量体温、登记隔离。考虑到
周边居民的人身安全和心理安全，
朗霞街道及时联系了温州医疗单
位，最终这3名返姚人员在24日
晚就回到了温州，并在温州医疗单
位登记隔离。

目前，朗霞街道14个村（居）
共有47个网格、47名网格长和13
名网格总长，每名网格长都有块

“责任田”，打造了“党工委统筹、
专兼职结合、一张网预警、一起来
治理”的矛盾问题处置格局，形成
了“发现及时、传递迅速、上下通
达、落实有力”的“云上”基层社
会“智理”氛围。

织密“一张网” 阿拉“一起来”

朗霞街道探索基层社会“智理”新路径
本报每周五推出市民生活版

面，其中有个叫社区警务室的栏
目，报道的内容大多是因为双方情
绪失控引发纠纷闹到了派出所的
事。有人说，这些人情绪失控，是
因为他们火气太大，这我不敢苟
同。其深层原因，乃是这些人文明
素养不高，缺少一份理智和宽容。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身边有些
人常常面对那些鸡零狗碎、鸡毛蒜
皮的小小纷争，互不谦让，逞一时
之快，与人争斗，有的还酿成了血
案，令人痛心。有两句话讲得非常
好：良好的举止是最好的护身符；
自己活，也要别人活。生活中，
与人交流，应该多考虑他人的感
受。任何时候，任何人的生存、生
活，都不能不考虑他人的存在，
不能不考虑环境的制约，不能不
考虑社会的公德。只有考虑了，
才能在与他人交往时保持一份理
性，尽量避免摩擦，获得最有利
于自身发展的空间。不管有意无
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难免会

做出或大或小的错事。问题的关
键是，做了错事以后怎么办？是
勇敢地承认错误，真诚地向别人
说声“对不起”，表达自己的歉
意，还是依然我行我素？虽然一
句“对不起”的确无法改变既成
的事实，但可让受损者从当事者
坦承错误的诚意中，获得受到尊
重的心理满足。火气或许就慢慢
熄灭，甚至可以变成和气。同
样，如果遇到他人不文明、不道
德的事情时，我们理所当然应给
予批评。但在无数批评的方式中，
我们既可以义正词严地制止，又可
以委婉地加以提醒，但最好尽可能
去选择对方容易接受并改正的一
种，因为批评的目的是让对方

“知错就改”，而不是发泄自己的
愤怒，从而激化矛盾。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很快，人
的情绪波动也随之增大。如果遇到

“不平之事”时，大家不妨理智
些、宽容性，少些火气、多些和
气，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和谐！

掌控好自己的情绪
小 文

本报讯（记者 黄庐锦） 11
月24日，宁波市农科院联合市科
技局、泗门镇举办了“宁波市农科
院余姚工作站2020科技下乡”活

动，该院13名专家来到泗门镇开
展交流指导。

在活动中，宁波市农科院专家
与泗门镇以及周边乡镇的农业经营

主体负责人开展了面对面交流，现
场气氛热烈。如何克服连作障碍、
水果蔬菜如何进行保鲜……每一个
农民关心的问题，专家们都耐心

解答。之后，宁波市农科院蔬菜
所高级农艺师孟秋峰、孙志栋分
别向与会人员作了题为《芥菜类
蔬菜高效栽培技术》和《蔬菜和
水果保鲜技术》的讲座。专家们
还实地走访了康绿蔬菜专业合作
社、泗汇园果蔬农场等农业生产
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深入田间地
头进行技术指导。

宁波市农科院科技下乡到泗门

本报讯（记者 胡建东） 11
月24日上午，在位于丈亭镇境内
的胜陆公路上跨萧甬铁路项目施工
现场，工人们正在离地10多米的
高架桥面上安装箱梁，一根长约
30米、重达100余吨的中梁被稳
稳地放在桥墩的支柱上。放眼望
去，一条雄伟的高架桥已经初具雏
形，横贯在姚东平原上。“目前我
们已经安装了128片箱梁，预计到
下月中旬可以完成全部箱梁架设的
施工作业，开始全面进入桥面的施
工。”负责项目建设的中铁二十四
局集团南昌铁路工程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夏起国告诉记者。

跨萧甬铁路项目是整个胜陆公
路建设的一个重要节点。工程预算
投资约6000万元，施工总长500
余米，南端离姚江北岸约90米，
北端离余丈公路约500米。工程于
去年9月初正式开工，广大施工人
员克服各种困难，特别是铁路列车
运行给施工带来的影响和疫情导致
的施工进度滞后，抢抓时间，见缝
插针，全力保证项目建设加速推
进。截至目前，已完成工程总体形
象进度的80%。

该项目的第一部分施工内容为
96根直径1.6米、长14米的钻孔
桩的施工，尤其是铁路轨道邻近
30米范围内的施工，由于受列车
运行的影响，不能做到连续作业。
为此，项目部专门在铁路蜀山车站
安排了驻站联络员，随时了解列车
经过施工路段的时间，通知现场施
工人员停止打桩机、挖掘机、吊机
等大型机械的作业，并利用晚上列
车较少的时间抓紧施工，保证了钻
孔桩施工的按时完成。铁路轨道正
上方的箱梁安装施工难度更大，施
工方经与铁路相关部门沟通协商，
利用施工封锁点，在列车停运的时
间段内快速完成箱梁的安装，确保
施工安全和列车运行安全。由于每
片箱梁重达100多吨，施工中采用
了履带式吊车吊装梁片，安全、顺
利完成了铁路轨道正上方10片箱
梁的施工。

据夏起国介绍，箱梁架设施工
全部完成后，将全面进入高架桥面
的铺装层、防水层和防撞墙等施工
作业，预计到明年4月底基本完
成，保证胜陆公路按计划建成通
车。

胜陆公路上跨萧甬铁路段建设加速推进

本报讯（通讯员 鲁红文 记
者 施虹吉）为切实加强国企基
层党组织建设，促进基层党组织
工作的规范和创新，提高党务干
部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近日，
市国资办举办了一期国企基层党
建实务培训班。

培训邀请市委组织部组织科
干部施黎雯就国企基层党务工作
中的要点、难点进行针对性讲

解，还邀请市优秀基层党支部代
表、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赵漫可作交流发言，着重介
绍了该公司党支部抓党建引领企
业发展方面的亮点和经验。

市直属五大国企集团及下属
国企党组织负责党务工作的人
员、市国资办机关支部和相关科
室人员共60余人参加了当天的培
训。

市国资办举办国企基层党建实务培训

11月24日，在鹿亭乡中村村，电力工人正在拆下传统的金属卤化物灯，换上亮度大、寿命
长、无污染、低碳环保的LED新型节能灯，让村民夜间出行更加安全。 记者 陈则宏摄美丽乡村“亮”起来

近日，几名工人正在新修建完工的古乍线陆埠段隔离带植绿。目前，
古乍线大部分路段已修建完工，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对隔离带和道路两侧进
行美化、植绿，进一步提升道路环境。

记者 张旭东摄

古乍线开始全面植绿

本报讯（记者 胡张远） 11
月25日上午，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继续
走访督查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情况。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

市生活垃圾分类办工作人员通
过抽签方式，从兰江街道和梨洲街
道的现有居住小区中，分别随机选
择两个，对其生活垃圾分类质量开
展检查。分类办工作人员首先来到
兰江街道万达豪庭，对小区位于地
下停车场的生活垃圾分类固定投放
点和临时投放点进行检查。在生活
垃圾分类固定投放点，记者看到宣
传标语清晰、桶内分类精准，桶边督
导员正在一旁打扫卫生。“刚开始的
时候，有些居民不太适应，不过通过
业委会、物业、街道工作人员的多方
宣传，以及为腿脚不便的老人提供
上门收取垃圾等服务，小区居民现

在已经慢慢接受了垃圾分类，而且
越来越配合。”这位桶边督导员告诉
记者。据介绍，万达豪庭自今年7
月11日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
来，除了上、下午两个投放时间，还
增设了中午11点半到1点半之间
的投放时间，方便部分居民投放垃
圾。但在临时投放点，记者看到纸
箱、塑料瓶等可回收垃圾随意堆放
在一起。“可回收垃圾不能放在地
上，在临时投放点可以加设一个蓝
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方便居民进行
投放。”分类办工作人员指出问题并
提出建议。

在梨洲街道姚江怡景生活垃圾
分类定时定点投放点，一位桶边督
导员身穿蓝白马甲、手戴橡胶手套，
正在进行垃圾分类检查和指导：“现
在大家都会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有
的人不小心把餐巾纸、塑料袋混进
厨余垃圾里了，我就用钳子夹一下，
把垃圾分清楚。”据了解，姚江怡景
实施垃圾分类半个月以来，在街道、
社区、物业、志愿者和居民的共同配
合与努力下，小区3个投放点的垃
圾分类精准率均达95%。“垃圾分

类工作开始后，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社区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和居民
骨干一起参与桶边督导。自上周
起，街道工作人员也参与其中，在每
个投放点进行检查、指导。居民们
都很自觉，知道扔到绿色厨余垃圾
桶的垃圾要破袋，垃圾袋要扔到黑
色其他垃圾桶里。”东朝街社区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80%以上的小区居
民在家里就完成了垃圾分类，定时
定点投放时非常精准、高效。

在兰江街道星光御墅和梨洲街
道天鹅湾两个小区内，分类办工作
人员看到小区的垃圾分类定时定点
投放点正在加紧建造中，分别将于
11月27日和12月5日左右投入使
用。在垃圾分类工作正式实施前，
街道、社区和物业通过信息推送、入
户宣传、制作宣传册等方式，提升居
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调动居民
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我们积极
动员志愿者、小区党员、社区和物业
工作人员加入桶边督导员的队伍，
并提前进行了培训。如果自己的垃
圾分类知识不过硬，还怎么指导居
民呢？”俞家桥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每个投放点在正式落地前，社区
都会通过业委会，让业主代表在每
个点位进行实体探访，选择最适合
的位置进行站点建设。分类办工作
人员对此表示认可，同时也提出了
改进意见：“垃圾投放点的设置，既
要方便居民投放垃圾，又要方便督
导员在天气不好的情况下进行督
导。这对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工
作的开展非常有利，也很有必要。
希望你们加快投放点的建设进度，
早日把垃圾分类提上日程。”

“我们现在正在推行‘居民自己
家中分类、定时定点精准投放’的生
活垃圾分类模式，并建立相关工作机
制。包括今天看到的四个小区，全市
到目前为止有一半以上的小区在推
行这一模式。相信到今年年底，这
个比例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目标
是80%以上的小区达到精准分类
标准。”分类办工作人员总结道。下
一步，市生活垃圾分类办将继续在

“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
动习惯养成”等方面下功夫，对检查
的情况实行“回头看”，坚决打赢生
活垃圾分类攻坚战、持久战。

市生活垃圾分类办工作人员继续走访督查后发现

部分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进度有点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