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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注册志愿者，也是市
志愿服务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我
从 2014 年开始从事志愿服务工
作，先后获得了宁波市优秀志愿
者、宁波市最佳志愿服务工作者和
余姚市优秀星级志愿者称号。当
初，我选择这份工作，是希望能给
女儿树立一个榜样，给她多一些正
能量的教育。现在，她也是一名注
册志愿者了，还跟着我参加了不少
志愿服务活动。

我们中心是从2013年 7月开
始运作的。那时候，志愿者的身份
注册大多是填写纸质注册登记表
后，由我们工作人员在网站上录入
信息，完成登记。刚开始，登记在
余姚志愿服务网的志愿者还不足3
万人，而且，很多志愿服务活动是
在我们中心的策划组织下开展的。
当时，很多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方
有热情、有激情，但缺乏相应的活

动经验，需要我们中心进行培训指
导。为此，中心推出了“月月有主
题、周周有活动”计划，一方面，
帮助有意向开展志愿服务的团队做
好主题设计、方案策划；另一方
面，帮助他们做好活动场地对
接、安全保障等工作。由于志愿
服务活动一般选在大家休息的日
子开展，所以我们的双休日比工
作日还要忙碌。

现在，很多志愿服务团队和社
会组织越来越规范化，志愿服务活
动发起和参与的渠道也越来越灵
活、便捷。各志愿服务团队可以在
宁波We志愿服务平台上发布活
动，招募志愿者，线上线下结合，
自行组织、有序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了。市民想要注册成为志愿者或是
参加志愿服务，也只要在手机上下
载“We志愿”APP，就可以直接
操作，还能在参加志愿服务时直接

签到、签退，记录志愿服务时长，
直观地查看自己的服务记录。

志愿服务传播的是时代的正能
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
者队伍，学着去关心和帮助他人，
志愿服务正在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
更加和谐、更加美好。每当我完成
一次志愿服务，或看到志愿者获得
社会好评时，我都会感到特别快
乐。我也希望通过自己和更多人的
努力，让志愿服务之花开遍姚城，
让这座文明城市更有温度。

新 闻 背 景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

要标志。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志
愿服务工作，健全完善志愿服务注
册管理、供需对接、信用记录、考
核激励等制度，按照“有场所、有
队伍、有活动、有制度、有标识、
有台账”的标准，推广志愿服务
点、站、岗建设，并依托宁波We
志愿服务平台，不断发展壮大注册

志愿者人数，推动志愿服务制度
化、规范化。截至目前，我市共有
注册志愿者 27 万余人，志愿服务
组织1300余家。

同时，按照“菜单+点单”
“集中+分散”“固定+灵活”“线
上+线下”四种模式，广泛开展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每月“文
明行动日”，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
部和志愿者在城区参与“清洁环
境”“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每
年参与志愿服务人数超 3 万人次，
涌现出了“四明红锋”党员志愿
者、“银辉”志愿者、泗门镇“我
来帮”、三七市镇“37°爱”等一
大批志愿服务品牌团队，以及“蚂
蚁公益”、众益救援队等一批社会
公益组织，成为姚城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让志愿服务之花开遍姚城
■讲述人 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主任 李群艳 40岁

整 理 本报记者 倪劲松

本报讯 （通讯员 梅赞 郑
蕾 记者 杨峻达）为规范春节假
日文化旅游市场经营管理秩序，市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全力抓好市
场巡查、疫情防控等工作，确保了
全市文旅市场的安全有序无事故。
据悉，2月10日至17日，市文化
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共出动执法人
员18人次，检查网吧、KTV、出
版物经营单位和电影院等文化旅游
场所 51家，取缔无证KTV1家，
发现并整改疫情防控问题5个，排
查并整改安全隐患3处。

为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严防
聚集性疫情，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严格按照上级主管部门和市
委、市政府要求，进一步强化风险

意识和风险担当，通过“人防+技
防+群防”三防结合，筑牢全市文
旅市场疫情防控网。

在人防方面，该局切实履职尽
责，守好疫情防控“责任田”。春
节前，由局领导带队，对所辖文旅
企业开展全覆盖式疫情防控暨安全
生产检查，范围涵盖全市129家网
吧、43家KTV、23家星（花）级
饭店、6家演出场所、11家景区等
场所，并就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疫情
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 10 家网
吧、2家KTV予以通报批评，其
中8家网吧责令停业整顿。该局还
同步抓好宣传工作，多渠道发声，
以强大宣传凝聚力量，在文旅系统
营造浓厚的防疫氛围。同时，印制

了200块疫情防控扫码提示牌，下
发至各演出场所、网吧等人员聚集
场所，进一步督促经营者落实顾客
进店扫码、测温等防疫措施。

在技防方面，该局科学防控、精
准施策，筑牢防疫“天罗地网”。为
进一步拓宽监管渠道，延伸执法触
角，督促网吧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
实到位，该局充分运用“视频在线监
控系统”，通过在线监控、线上反馈、
线下约谈等方式，做到及时发现、精
准管控。目前，该系统已实现全覆
盖，全市129家网吧均完成接入工
作。执法人员可通过该系统，实时
查看各网吧扫码、亮码、测温、戴口
罩等情况，有效解决了执法力量有
限、网吧数量众多且分散的难题。

在群防方面，该局发挥行业协
会优势，织密疫情群防群控网。该
局充分发挥娱乐行业协会优势，在
娱乐行业群中发出《倡议书》，号
召全体会员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
中，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担
当意识，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同时，指导协会充分发挥行业自治
作用，将全市各娱乐场所按照街道
划分为4个片区，确定4个检查小
组，在全行业开展娱乐场所疫情防
控交叉检查，形成联防联动、群防
群治的良好态势。

市文广旅体局：

“三防”结合筑牢文旅市场疫情防控网

2月19日，市民正在城区新建广场打太极、练舞蹈。春节长假过后，
不少市民已经迫不及待地加入到健身行列中，掀起了新一轮健身的热潮。

记者 黄静波摄

本报讯（记者 张云霞）为了
让外地员工就地过年更有年味，2
月17日晚上，浙江金马实业有限
公司组织开展了包饺子、包汤圆活
动，受到员工热烈欢迎。

“今年过年不回家，却比回家
还热闹！”来自安徽的龚安庆在金
马公司工作已有17年，往年他都
是带着大包小包回老家过年，今年
他积极响应疫情防控要求，选择留
在马渚过年。当天，他带着妻子、
儿女一起参加活动。“和同事一起
过年，感受了包饺子、包汤圆的热
闹，孩子们也玩得很开心！”

长期以来，金马公司十分关心
关注员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用
心、用情为员工办好事、办实事。

“公司正月初八开工，正月初六举

办这样一个活动，主要是为了提升
员工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激发员工
干事创业的动力。”金马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在春节前，公司还在
员工宿舍内腾出了一间活动室，放
置了乒乓球桌、移动卡拉OK等娱
乐活动设施，让员工可以在室内打
乒乓球、唱歌。除夕前一天，金马
公司又给就地过年的员工子女送上
了文具、玩具等，让孩子们过一个
健康、快乐的春节。

据了解，由金马公司推送的
《留姚员工开心过大年，挺暖！挺
好！》这一微视频还入围了由浙江
日报报业集团、浙江省文联主办的

“晒出来！镜头里的‘浙里年’”
2021新春影像作品征集活动，赢
得了不少网友的点赞。

金马公司：

让员工就地过年更有年味

本报讯（记者 胡瑾中）2月
18日，节后上班第一天，阳明街
道农技人员就深入田间地头，指导
农户做好春季农作物种植管理。

当天下午，阳明街道现代农业
公共服务中心的农艺师张怀杰马不
停蹄地探访各村的 15 位种植大
户，指导开春以后的小麦、油菜及
果蔬种植管理。

西街村种植大户赵文明近年来
调整产业结构，辟出200多亩田
地，种植了油菜、“红美人”柑
橘、“阳光玫瑰”葡萄等果蔬。受
前几次寒潮影响，直播的油菜受损
较大，但育苗移种的油菜长势不
错。他种在大棚内的“红美人”柑
橘，已露出嫩芽，而被吹走大棚覆
膜的500株“阳光玫瑰”葡萄，尚
未发芽。为了让它们早点出芽，赵
文明正耐心地用生长调节剂，一一

蘸在枝头上的发芽处。“当前春花
作物已进入春季管理阶段，生产上
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有些受冻害
的油菜，要追施肥料，还要清理沟
渠。”张怀杰向赵文明给出了自己
的建议。

之后，张怀杰又来到姚驾桥村
种植大户朱嘉新的小麦田。看到田
间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张怀杰欣
慰地说：“目前来看，春花作物长
势较旺，是一个丰收的好兆头，但
是接下去也不能大意，更要做好田
间管理，才能取得春花作物丰
收。”他还提醒朱嘉新要及时做好
清沟工作，为下一步春花作物更好
地生长提供有利的条件。

“春节刚过，街道农技人员就
到田间帮我们解决难题了，还耐心
地指导我们，真是太感谢了。”朱
嘉新由衷地说道。

阳明街道农技人员节后田间指导忙

本报讯（记者 胡建东 通讯
员 许懿 余波平） 2 月 15 日，
正月初五，省交通集团宁波管理
中心余姚收费中心所组织留姚过
年的外地员工游览泗门镇，让他
们寻年味、赏民俗、话新春，在
第二故乡感受到家的温暖和过年
的味道。

据了解，春节期间，余姚收

费中心所根据留姚过年员工的需
求，组织了内容丰富的活动。大
年三十，该所组织外地员工自己
动手包饺子，制作家乡美食，一
道道家乡风味的菜肴让大家既一
饱口福，又解了思乡之情。此外，
该所还开展了看新春贺岁电影、唱
家乡歌谣等活动，让外地员工在姚
过个欢乐幸福年。

高速余姚收费中心所：

让留姚员工感受到家的温暖

本报讯（记者 沈家扬）“这
辆农用车一会儿上个机油，这把
铁锹有点变形了，到时候换把新
的。”2月18日，记者来到牟山镇
牟山村种粮大户孙月明家，看到
他们一家人正在维护保养农机
具。虽然年味未散，但牟山镇不
少农户已活跃在田间地头，有的
撒肥，有的整理地块，为春耕做
着准备工作。

“现在还是以保养机具以及每
天田间巡视为主。”孙月明告诉记
者，立春过后气温回升，春耕时间
也提早了。“我看周边的油菜花都
快开了，再过10天左右，我家麦
田也要开始追施肥料。”据悉，孙
月明共种植了223亩冬小麦，之后
他计划种植双季稻480亩。

一年之计在于春。为确保春耕
生产有序开展，牟山镇积极开展增

产行动，强化科技培训和服务，全
力抓好春播备耕物资储备工作。截
至目前，该镇已调运储备各类良种
2.5万公斤，各类化肥120吨、有
机肥10吨、农药0.5吨，投入农机
具150余台（套）。今年该镇计划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近2万亩，其中
小麦 2650亩、油料作物 265亩、
蔬菜500亩等。

由于今年年初的寒潮影响，小
麦受冰冻灾害情况比较严重，孙月
明的麦田受灾面积高达三分之一。

“不幸中的万幸，这批小麦的底肥
早在去年11月就已经施完，小麦
个体植株普遍健壮。寒潮虽对冬小
麦影响较大，但还有补救可能。”
牟山镇农办一名工作人员说。目
前，该镇正在积极联系专业技术人
员下乡，开展冻害补救方面的现场
辅导及专题技术讲座。

牟山镇全力以赴备春耕

本报讯（记者 曹婷婷 通讯
员 苗云梦）“变压器运行状态良
好，功率因素正常。”前天，市供
电公司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杨敏杰
等人来到浙江晟祺实业有限公司，
对配电室以及车间内用电设备等进
行检查。

今年春节，我市各大企业积极
响应“就地过年”号召，部分企业
春节期间亦是提前开工，甚至是不
停工。晟祺公司就是其中一家企
业。

晟祺公司有外地员工近 300
人，今年大部分员工放弃回家团
圆，在姚过年。“我们公司主要生
产消毒泵头，订单已经排到今年年
底了。公司正月初三就开工了，车
间里设备也是不停歇工作。”晟祺
公司负责人桂仁东说。

据杨敏杰介绍，晟祺公司有四
家分工厂，去年以来都进行了电力

增容，加起来总容量达5850千伏
安。虽然春节放假前，市供电公司
已提前对接辖区内企业，掌握春节
不停工的企业名单，并一一走访，
进行了全面“体检”，但春节期间
对这些企业的监测工作一直没有
停。“我们通过用电信息采集系统
就能实时监测专变运行数据，这样
的话，企业一有问题，我们就能直
观看到。”杨敏杰说。

当天，杨敏杰等人再次来到晟
祺公司，对供电线路、电器设备、
电力运行环境等进行了逐一检查，
确保企业生产用电无忧。同时，电
力人员还向生产车间的员工宣传了
安全用电、用电故障处理和触电急
救知识。

“感谢电力人员的贴心服务，
让我们用电有了保障，排到年底的
订单不用愁了，生产力肯定能跟
上。”桂仁东感激地说。

市供电公司：

贴心服务让企业用电有保障

本报讯（记者 胡建东 通讯
员 陈奕翔）记者昨天从省交通集
团高速公路宁波管理中心获悉，根
据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有关通知
要求，从即日起至2021年12月31
日，运输新冠病毒疫苗货物的车辆
可以在高速公路上免费通行。为
此，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宁波管理
中心辖区内余姚、牟山、大隐3个

收费站将设置专用通道，保障疫苗
货物运输车辆优先便捷通行。

高速营运管理部门提醒运输疫
苗的货运车主，将调运单放置在车
辆挡风玻璃左下角，以便收费站工
作人员快速识别，放行车辆。使用
ETC通行的车辆如果完成扣费，
车主也不需要担心，凭调运单即可
办理退费手续。

运输新冠疫苗货物车辆高速免费通行

2 月 18 日，丈亭镇汇龙村梅农
俞师傅正在培育基地挖掘杨梅树
苗，准备卖给从临山镇特地赶来的
市民。当天，俞师傅卖出了近百棵
杨梅树苗。春节刚过，天气转暖，正
是植树栽苗的好时节，果树苗木也
俏销起来。这几天，不少市民慕名
来到丈亭镇购买杨梅树苗。

记者 张旭东摄

杨梅树苗俏销

节后健身

疫情防控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