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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团香扑鼻 春风忆乡情“烟火”润丹心

■记者 余梦梅 方波 通讯员 郑元亚杰
本报讯 年年艾草绿，岁岁粿飘香。清明
粿裹住了岁月时令，风雨气候,也承载了人们
心底淡淡的乡愁与思念。日前，新区白杨街
道伊萨卡社区举办了“巧手制青团 共解思乡
情”活动，20 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退休党员、
群众居民齐聚一堂，巧制清明粿，聊天话家

常。
“我们习惯用艾草揉面，生糯米粉、籼米
粉五五开这样不会瘫软，熟粉做三七开不会
变形。”吴大姐是地道的杭州人，一边揉面一
边跟大家分享着“杭州做法”。而来自江西的
戴大姐则是以鼠曲草为原料，和糯米粉、澄
粉、猪油等揉面成团，从原料到手法都处处体
现着“江西特色”。为使清明粿独载地道风

味，伊萨卡社区的居民们在沿江湿地公园的
草地上亲自采摘了鼠曲草、艾蒿等原料。采
摘完毕后，将新鲜野草清洗、碱水煮软、捣烂，
揉入水磨糯米粉、大米粉制成光滑的面团。
面团揉好后，
“ 十八般武艺”便开始各显
神通，各地“乡土人情”开始碰撞：芝麻馅、豆
沙馅、笋丁肉末馅，元宝形、长条状、三角粿
……不一会儿，衢州“青团子”、江西“清明
粑”、福建“菠菠粿”、安徽“蒿子粑”等各地各
样的清明粿便在蒸锅里“会师”了，经过 15 分
钟的蒸制，清明粿个个色泽翠绿，垂涎欲滴。
在升腾的热气中，艾草和米粉糅合产生的独
特香味，
弥漫了整间屋子。
“清明粿的味道总让我想起在老家湖南
的日子。”参与制作的李丽芝的丈夫是名退役
军人，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带着全家人去参观
红色基地，缅怀先烈，
“ 我们总是一边品尝清
明粿子，一边听他给我们讲述历史故事、部队
的故事，也倍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一番
回忆引起大家了的共鸣，从“半条被子”的故
事到下沙的“围垦记忆”，从“井冈山根据地”
到“嘉兴红船精神”，红色历史穿插着乡风民
俗，大家在享受美食、思乡抒情的同时也接受
了一次
“红色洗礼”
。
“理论学习、党史教育不能只在某一时、
某一刻，而是应该在每一时、每一刻。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红色教育同样可以充满‘烟火
气息’。
”
伊萨卡社区党支部书记唐浩表示。

新湾点亮美丽城镇
“生活美”
■首席记者 许莉莎 通讯员 傅伊达 章坚锋
本报讯 容易积水、功能欠缺、比较拥堵
……新湾大道作为新湾街道的一条主干道，
以
往留给新湾居民的印象往往是这样的。近日，
记者发现，从闸口路到河景路，新湾大道有
1000 多米长的改造道路开始施工围挡。
“作为进出新湾的主干道，
车流量大，
原先
的路面有部分已破损不平，行车舒适性差，不
仅存在安全隐患，
也影响新湾形象。
”
街道相关
负责人坦言，尤其遇到台风等强降雨天气，容
易造成内涝，给群众出行带来诸多不便。此

外，交通设施的落后，也带来拥堵等一系列问
题。该条道路的改造提升迫在眉睫。
污水管网重新铺设、人行道拆除重建、重
新种植行道树、设置标志牌及标线、双向 4 车
道改建为 6 车道……乘着今年新湾争创
“美丽
城镇”的东风，街道将新湾大道改造提升作为
重点项目。据悉，该工程共投入资金近 4000
万元，
计划赶在 7 月初前顺利完工。
“工程完工
后，不但将美化街道整体外观，同时也能提升
道路通行能力。
”
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通过
全新的科学设计，
路面质量提升，
绿化增加，
标
识清楚，
城市品位亦随之提高。

像新湾大道这样的老旧道路，
给群众出行
带来不便，也阻碍了城市框架拉升和全面发
展。今年，新湾全力推动“美丽城镇”创建工
作，并把改善提升交通路网、全方位拉开“城
市”框架作为重要内容，除了把家门口的道路
做成风景，让新湾大道成为打造美丽城镇的
“开门路”
外，
还有横一路东伸、蓝商路西伸、复
兴路西伸等改造工程正在蹄疾步稳地行进，
不
久的将来，越来越多“通、达、畅、美”的“新”道
路，
将更好地服务群众，
改善城市整体环境，
提
升了城市
“颜值”
和品质，
并为新湾发展注入更
强劲的动力。

下沙街道严查
“毁绿种菜”
乱象
■见习记者 张华颖 通讯员 陆锋
本报讯 大地回暖，增绿正当时。钱塘新
区下沙街道开展绿化整治行动，此次行动一
大重点是遏制“毁绿种菜”行为，还原城市靓
丽风采，共同建设
“美丽下沙”。
日常生活中，我们偶尔会看到一些社区
绿地，被铲掉绿化带，木条、破布一圈成了居
民的菜地，绿地不见绿植，只有菜苗，一眼望

去杂乱不堪，影响了绿化环境、破坏了城市整
体形象。
街道整体排查后，将高沙社区作为首个
整治对象，联合高沙社区工作人员展开彻底
整治行动。
此次整治行动，街道联合社区用时半个
月，出动了 100 余位工作人员，清理了 5 车共
150 吨的垃圾杂物。空地清理完毕之后，工
作人员随即进行绿化补种，共补绿 1000 多平

方米。如今再看干净整洁、满眼绿色，让人心
情愉悦。
接下来，街道将继续加强对各社区“毁绿
种菜”行为的排查力度，各社区也会进行自
查，并动员小区居民加强监管，逐步减少“毁
绿种菜”
的现象。
“毁绿种菜”是破坏环境的错误行为，社
区居民应当提高爱绿护绿意识，共同建设美
好家园，
一起为家园添绿，
共建文明城市。

春光村里好春光
3 月 22 日，春光明媚，义蓬街道春光村
仿佛一幅美丽的乡村风情画卷。
该村把“五水共治”与“美丽乡村”深度
融合，打通池塘与周边水系，打造成的“样板
池塘”，成为了村民茶余饭后悠闲散步的好
去处。

5 街巷

义蓬街道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
■记者 叶晨璐 通讯员 高佳 周文怡
本报讯 近日，根据钱塘新区
“十四五”教育规划目标，结合街道
目前教育资源实际，义蓬街道会同
新区教育与卫生健康局专题召开
教育工作座谈会。
会议就现阶段新区教育发展
情况作交流。据了解，义蓬街道作
为新区核心区块，将以加快实现教
育水平的大崛起为总方向，在“十
四五”期间，高度关注、奋力解决好
义蓬街道“有学上”
“上好学”问题，
高标准引入市内顶级名校名园，统
筹用好区内外高校、名校资源，实
现核心区块“新建学校个个都是名
校”
“现有学校个个都能有特色”目

标，着力实现“就近就便入学”
“就
好就优上学”。其中，街道将依据
人口变化趋势，力争新建、扩建、改
建一批中小学、幼儿园。同时，还
将紧盯校园品质提升，依据义蓬街
道产业特色、人文历史，设计、新
建、改建“现代派”
“ 田园派”
“ 书院
派”
“未来派”等风格鲜明的品质校
园，在教育高质量发展上聚力“四
大高质量教育体系”
建设。
教育工作是与人民群众息息
相关的民生事业，让优质教育更均
衡是 2021 年义蓬老百姓最关心的
十大民生实事之一，街道将着力破
解现存教育难题，解决老百姓心头
的“急难愁盼”，为促进义蓬教育的
高质量均衡发展奋进向前。

临江街道老旧小区将继续加装电梯43 台
■见习记者 张华颖 通讯员 陆锋
透明玻璃外观，配上智能管理
系统，业主踏入电梯，自动将住户
送至相应楼层……临江街道已在
2020 年底完成了 10 台电梯的加
装工作。如今，加装电梯工作依旧
在如火如荼推进中。
为了让群众能享受到发展带
来的红利，街道坚持“业主自筹、适
当补贴”的同时，在法律法规允许
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对居民进行补
贴，想方设法缓解业主资金压力，
减轻筹资负担。

“我们初步拟定的方案是在区
街两级相关补贴后，该单元居民实
际出资不超过 10 万元/台。”街道
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临江佳苑小区加装的是
西奥品牌电梯，采用在工厂预装钢
结构，现场积木式安装，大大缩短
施工工期。同时，电梯设计非常人
性化，
乘坐时舒适、静音、省电。
根据安排，街道今年电梯加装
的任务是 43 台。作为一项惠民利
民的工程，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是
极大的利好，街道希望小区居民能
理解与支持，
共同推进该工作。

前进街道开展汛前河道检查清障行动
■见习记者 王慧敏
通讯员 苏军 范海波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五水共
治”
（河长制）工作，确保防汛期间
河道排涝畅通。日前，根据上级相
关文件精神，汛期来临前，为切实
维护河道健康，保障行洪安全，前
进街道集中开展了汛前河道清障
整治专项行动。在持续 3 天的集
中行动中，共计清理地笼 12 只，拆
除围网 2 处，清理沉船 1 艘，清理河
岸堆积物 3 处，检查在建工地河道
围堰 1 处。
针对辖区内河道环境的实际

情况，街道治水办联合行政村、保
洁公司等多方单位，组织设备船只
及工作人员入场，对 15 条辖区责
任河道集中开展全面地排查工作，
对河道两岸的杂草、高杆作物，河
道内的垃圾、杂物、漂浮物及影响
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林木等进
行清理，并对现场发现的重要节
点、相关问题进行拍照留档。
高“颜值”需要长效维护。下
一步，街道将持续深化推进河长制
责任监管，加强河道清障与长效管
理，进一步加强河道日常巡查，不
断提高河道常态管理工作水平，保
障河流环境和防汛安全。

“百年建党路 百家毅起行”
东沙湖社区开展主题毅行活动
■记者 尹思燃 通讯员 来燕军

“党史知识竞猜”，每到一个打卡
点，按照要求完成卡点任务，完成
本报讯 挺立红色圣地，不忘
4 个卡点任务才算完成此次毅行
来路初心。3 月 21 日下午，由河庄
活动。
街道东沙湖社区联合街道党建办、
天气虽然不佳，但大家热情高
民主村组织开展的“百年建党路
涨，一路欢歌笑语不断。毅行过程
百家毅起行”主题毅行活动在东沙
中，参与者们相互鼓励打气，携手
湖社区启动，100 余户家庭参与此
到达终点，充分发挥了团结协作、
次活动。
奋勇争先的精神。
3 月 21 日下午一点半，毅行的
“走出健康、走出快乐，毅行让
参与者们早已集合在东沙湖社区，
参与者们充分感受自然的魅力。”
摩拳擦掌等待出发。社区工作人
东沙湖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值此
员先向大家介绍了本次毅行活动
建党百年之际，也通过此次全民毅
的意义及注意事项，并引导大家做
行，进一步增强居民身体素质，并
一些简单的热身运动。随着一声
通过活动中的 4 大卡点，深入学习
哨响，这次你追我赶、奋力前进的
党史知识，巩固平安意识，提升环
毅行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境意识，再深化健身理念。接下
据悉，此次毅行活动路程环绕
来，东沙湖社区将以建党百年及喜
月牙湖，全程约 5 公里，共设 4 个打
迎亚运为契机，开展各类形式多
卡点，分别为“平安知识问答”
“垃
样、内容丰富的党史学习及健康运
圾分类小能手”
“ 亲子跳绳比赛” 动活动。

通讯员 张祥荣

金沙女子创艺坊 传承手艺助女性创业
■记者 樊婷婷
通讯员 沈小华 蔡倩兰

安置小区红馆怎么建？百姓说了算
■见习记者 张华颖 通讯员 陆锋
本报讯“我觉得办喜事氛围很重要，这
个舞台音响和照明系统要好。”
“ 地砖选材要
防滑耐久，装修风格要简约大气！”近日，在临
江街道红馆建设意见听取会上，居民代表们
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临江街道的萧东村和东庄村拆迁的村民
今年即将住进新楼里，但接下来去哪里办人
生的大喜事却成了大家的烦恼。
“现在我们拆
迁掉的村民想办喜事，要么去租场地，要么去
酒店里，不仅花费大，还不方便。等到我们自
己的红馆建成启用，就不用操心那么多了！”
萧东村代表激动地说。

红 馆 怎 么 建 ，怎 么 改 ，建 好 后 如 何 使
用？临江街道把红馆建设列为今年的重点
民生工程，邀请村两委班子、村民代表等共
同参与方案设计，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
议，目前，初步形成了安置小区红馆建设初
稿。
根据村委和村民代表的意见，街道计划
投资约 600 万元将小区部分店面用房改造建
设成红馆。
“ 有居民代表向我们提意见说，门
厅休息区的用处不大，经过大家商量之后我
们将该区域改成了酒席区，可以多摆四五桌
酒席。”街道相关负责人说，红馆的建设充分
考虑居民意见。
“ 让村委和村民代表共同参
与，大家的事，
大家一起商量着办。
”

据悉，红馆共有两层，总面积约 2000 平
方米，可以摆放酒席近 40 桌。整个红馆包括
大厅酒席区、厨房区、厕所、舞台、休息区等区
域。预计今年下半年完成建设，红馆投入使
用，将为村民办喜宴、家宴提供便利的场所和
周到的服务。
安置房小区红馆建设是临江街道为民办
实事的一个缩影。记者从街道了解到，临江
街道今年计划完成包括安置房屋回迁提升工
程、公共服务提升工程、文体惠民活动提升工
程、健康休闲养老提升工程等八大工程。共
包括城市书屋改造、小区电梯加装、为小区新
建活动中心、新增停车位等 29 项具体目标，
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盘一方惊艳，扣一次心弦，盘
扣形态多变，
拥有对称美，
是中国特
有的手工编织工艺品。”下沙街道
“金沙女子工艺坊”
的导师黄玉真女
士，声情并茂地讲述着有关盘扣的
文化历史，
言语间带着十足的热忱。
“金沙女子工艺坊”，是街道为
妇女朋友搭建的一个施展技能的
舞台和创业就业的平台，同时可以
培养女性同胞健康的兴趣爱好，更
好地传承民族文化。
“金沙女子创艺
坊”
下的
“红湾巧手基地”
“善手艺基
地”
每周都会开展手工课堂，
吸引大
批女性朋友到基地学习交流，一起
制作盘扣、
棉拖鞋、
篮筐等。
若是你走进基地，就能看到社
区妇女们都拿着一根根红绳，跟着
导师的动作制作出一颗颗精巧别
致的盘扣。其中一位 88 岁高龄的
学员最为引人注目，别看她白发苍

苍，
但是耳聪目明，
一天能做 200 多
个盘扣。
“社区里有很多宝妈和退休妇
女，
都有学习手艺的诉求，
别看只是
做个盘扣，
缝双拖鞋，
这锻炼的是脑
力、手力还有耐力。”创艺坊负责人
告诉记者，学员既可以把这当成兴
趣爱好，也可以接单挣钱。目前，
“红湾巧手基地”的盘扣质量高、销
路好，慕名而来下单的企业就有好
几家，
有中国风服务企业，
也有高级
私人订制服装店。
值得一提的是，手工基地除了
教学，
还会组织各类公益义卖活动，
比如义卖棉拖鞋，收到的善款又会
服务于辖区的困难群体，为街道的
公益事业献出一份力。现在“金沙
女子创艺坊”
刚刚成立，
其下有两家
手工基地，未来街道会将手工基地
扩充至五个，
招纳更多的能工巧匠，
为辖区妇女提供更高质量的教学
服务，助力女性创业，服务辖区居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