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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长征路”怀“赤子心”启“青春跑”唱“前进歌”

成立临时党支部 争创
“无诈社区”

■见习记者 王慧敏 通讯员 毛俞雯

本报讯 近日，闻潮社区联合
闻潮派出所、辖区物业、企业及居
民党员，在社区活动室召开会议，
成立了反诈临时党支部，切实做好
反诈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在反诈行动中的战斗堡垒和
先锋模范作用。
闻潮社区新雁公寓是目前浙
江省规模最大的廉租公寓，聚集着
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外来务工人
员。而他们，也往往成为诈骗团伙
的下手对象。
今年以来，闻潮派出所共计接
收 236 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比
增长 31%。其中，闻潮社区共计发
生 28 起，占比 11.9%，是白杨街道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社区。
“社区有很多刚毕业的大学
生，对社会接触不深，自我保护意
识不足，容易上当受骗。”闻潮社区
党支部书记张宏霞表示，针对今年
社区诈骗案件高发且被诈骗金额
较大的情况，社区及时成立了反诈
临时党支部，组建党员突击队、党

本报讯“乐在前悦、学在前悦、创在前
悦、平安在前悦。”前进街道前悦社区聚集着
来自五湖四海的新青年们，他们都有一个同
样的身份——新杭州人。
4 月 24 日，前悦社区开展“重走长征路”
暨第二届青春慢跑赛启动仪式，在前进八工
段悦东方沿河公园，50 余组参赛队伍重走红
色足迹，追溯红色历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启
动仪式上，全体人员集体诵读《七律·长征》。
铿锵有力的朗诵声响遏行云，唤醒了社区青
年们的红色记忆。一声发令枪响，一支近百
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传承红色文化，
忆往昔峥嵘岁月，今朝重走长征路。
漫长征程，脚步丈量，赤子之心，薪火相
传。徒步队伍中，有独自一人前来参与的，也
有一家三口齐上阵的。他们大手牵着小手，
家长沿途给孩子讲述老底子的红色往事。
在 折 返 点 ，展 板 上 的 火 炬 异 常 引 人 注
目。一张张爱心帖写满了祝福，大家争先表
达对祖国和党的热爱，对幸福生活的赞美。
据了解，本次活动设置 3 公里的路程，全
程需徒步近 1 个小时，分别有 8 处“长征故事
分享点”，将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
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艰

辛过草地和最后胜利大会师串联起来。参与
人员可以通过手机扫码，了解长征故事的详
情，解锁更多长征知识。
“‘重走长征路’，让我们年轻一代能亲身
体验与感受长征的艰辛与豪迈，发现如今安
居乐业、国泰民安的来之不易。也鼓舞我们
在日后的工作与生活中披荆斩棘，自强不

息。能参与到这样的活动，感觉意义非凡。”
活动参与者小王说道。
目前，除了线下体验，前悦社区为期 1 个
月的云端“重走长征路”也同步开启，通过手
机就可以进入活动页面，平台将获取用户每
日行走步数，可实时在线浏览，同时兑换相应
里程数，
完成
“两万五千里长征”
线上活动。

■通讯员 董菊芳 鲁燕

员志愿服务队等，让党员带头站在
反诈工作的第一线，发扬无私无畏
精神，做好居民的思想工作，让反
诈防骗意识深入人心。
临时党支部成立后，三个工作
党小组分别领取了工作任务，组建
反诈微信群、入企入户进行面对面
宣传，还对各自负责片区的居民进
行反诈码测试，并倡导安装“国家
反诈中心”
APP。
据了解，
“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可以鉴别手机高风险软件、
诈骗电话和不安全的 IP 地址等，
并进行提醒。而扫反诈码即可进
入后台的动态题库，答对 10 题就
能拿到浙江反诈绿码，有助于居
民增强防范意识，避免诈骗事件
发生。
“希望反诈临时党支部的工作
能够尽早地开花结果，助力闻潮争
创‘无诈社区’。不管是企业、小区
物业还是居民，大家都要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朝着‘零发案’的
目标努力，争取把网络诈骗案件数
量清零。”闻潮派出所副所长王坤
表示。

临江街道：
“飞行棋盘”
上
“玩转”
党团知识
■见习记者 张华颖
本报讯“我也想试试党史问
答 ！”
“这个题目我知道怎么回
答！”……近日，在临江街道高新社
区每月一次的红色市集上，一场别
开生面的
“青春心向党·党团知识竞
赛”
活动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参加。
与一般紧张、严肃的知识竞赛
不同，高新社区的知识竞赛场上欢
笑声不断，且不用报名，走过路过
皆能来一场“党团知识之旅”。地
上一块几平方大的“飞行棋盘”就
是竞赛的“主赛场”。活动参与者
一个个排好队，通过掷骰子，答问
题，赢小礼品。
“今天我所有问题都
答对了！下个月我要叫上小伙伴
一起来参加！”一位参与活动的小
朋友兴奋地说道。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说，红色市

集活动于每月第三个周六定期举
行。内容包括 16 项便民服务、政
策宣传讲解、热门主题活动等。自
去年十月份举行以来，为社区居民
们提供了不少便利，受到广泛好
评。
“知识竞赛的问题也是专门挑
选过的，本月除了党史小知识，还
增加了五四青年节与爱国卫生月
两个主题的题目，总体难度不大，
能帮助居民理解‘红色市集’中‘红
色’
的意义。
”
社区工作人员说。
飞行棋盘与党团知识碰撞出
火花，孩子们的热情参与让红色市
集充满了年轻的能量。接下来，社
区还将围绕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
题，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将更多“红
色”元素融入到市集之中，让各个
年龄层的居民都能在红色市集中
收获一份
“红色”
！

党建共建 党史联学“共享党课”
有新意
致敬劳动者

近日，新湾街道建华村以“致敬劳动者”为主题，五一劳动节晚会在新湾南沙公园举行。整台
节目由本村的村民自发编排演出，居住在附近小区的“新钱塘人”也一起参与，丰富多彩的节目再
现了“锣鼓响，脚底痒，
生产队里轧闹猛”
的情景。
通讯员 徐瑞金 记者 方波 摄

品读围垦历史 追忆峥嵘岁月 坚定爱党信念
■首席记者 郁佳炜 见习记者 李海鹏 陈雯欣
本报讯 4 月 23 日上午，义蓬街道党群服
务中心的沙地文化馆内，20 余位退伍老兵正
仔细端详着陈列展出的老物件、老照片，感
慨万千。在这场我区今年第一次组织的退
伍老兵集体活动中，各位退伍老兵们领略围
垦文化，享受春日美好，更回味起自己的初
心。
沙地文化馆内，围垦时期的“老家底”摆
放整齐，一件件陈旧的农具工具、一幅幅热火
朝天劳动场景的黑白照片，仿佛在倾诉当年
的故事，这让不少老兵回忆起了曾经峥嵘的
围垦时光，当年，他们脱下军装后，又响应党
和人民的号召，主动前往围垦一线，退役不褪
色，把军人本色亮在了钱塘江边，成为围垦大
军中的一面旗帜。
“当年围垦的时候虽然辛苦，要从早上四

五点一直干到天黑，”今年 68 岁的退伍老兵
陆官根盯着一张围垦的老照片感叹道，
“但不
管刮风下雨，我们都一定会咬牙坚持，铆足劲
也要完成自己的任务。”确实，沙地围垦的历
史，是沙地人民勇于与大自然抗争的历史，如
今的繁华钱塘，正是像陆官根这样一代又一
代勤劳的人民铸就而成。
看见盐扁担等农具，有些老兵们睹物思

情，
“ 这个盐扁担应该这样背，两端的孔都是
要穿绳拿来挂重物的，”今年 83 岁高龄的退
伍老兵姚金宝利索地扛起盐扁担，向记者展
示盐扁担的用法，
“这些东西我家里还有呢！”
姚金宝告诉记者说，
“退伍老兵们有机会聚一
聚一起交流，活动很有意义，虽然现在日子好
了，但咱们不能忘记过去奋斗的岁月，爱党爱
国的信念要更加坚定。
”
参观完沙地文化馆后，老兵们又乘车来
到临江知青文化园，在继续品读围垦历史的
同时，欣赏美好的钱塘春色，感受钱塘区的大
发展。
据悉，此次活动由区退役科主办，乐意养
老服务中心承办。退役科工作人员介绍：
“退
伍老兵是宝贵的财富，是历史的见证者，我们
还会开展一系列活动来服务好退伍老兵，关
心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党和国
家的温暖。
”

■见习记者 徐红燕 通讯员 陈锦
本报讯 4 月 25 日下午，一场
别开生面的“共享党课”在下沙中
学礼堂举行，来自下沙街道铭和社
区、柠檬社区、滟澜社区、早城社
区、星野社区、银沙社区（筹）的党
员以及各社区大党委成员单位的
300 多位党员齐聚一堂，共同开启
“ 我 在 金 沙 湖 畔 学 党 史 ”系 列 活
动。浙江红船干部学院、嘉兴市委
党校副教授李益模以“学习百年党
史 牢记初心使命”为主题，为广大
党员上了一堂形象生动的党史专
题党课，让党史学习教育鲜活走
心。
专题党课前，在各社区书记领
誓下，社区党员、大党委成员单位
的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为什么说是共享党课？因为
参与这场党课的不仅仅是社区的
党员，还有来自各社区大党委成员
单位的党员代表。本次“共享党
课”是以下沙街道“聚沙部落”党建
共同体为纽带，通过新颖的活动方
式，实现各区域内资源互通、活动
共享，同时也让社区与各大党委成

员单位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铭 记 光 辉 历 史 ，传 承 红 色 基
因。本次主题党课内容论述透彻、
内容丰富、贴近现实，党课以党的
100 年发展历程为顺序，以党的重
大事件为线索，以不同时期的历史
人物、典型事例、精彩故事为主干，
全景式地回顾了党的伟大历程和
辉煌成就。活动现场，党员们聚精
会神地听讲，边听边记，重温那段
充满壮志和激情的光辉岁月。
“听党课、学党史、知党恩”。
来自滟澜社区大党委成员单位的
党员施盼盼说：
“ 重温百年党史，
我们更加深刻地感悟到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切身体会到了党
发展历程的坎坷和艰辛，我们将
汲取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奋斗力
量 ，用 心 用 情 用 力 干 好 本 职 工
作。”
“和这么多社区以及大党委
成员单位共同学习的形式蛮好
的，通过党建共建，推动区域党建
资源整合，实现党课共享、党史共
学，让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得有意
义、有味道、有特色。”星野社区大
党委成员单位的党员说。

新湾将提升改造 22 个“花园式”污水处理终端
■首席记者 许莉莎 通讯员 高权
本报讯 茵茵绿草，绿树葱茏，
白色栅栏围成一个圈儿，田间地头
多了个“小花园”。在新湾街道，这
样的“花园式”污水处理终端总共
有 60 多个，在去年试点改造 5 个的
基础上，今年街道还将提升改造
22 个终端。
出 水 水 质 超 标、缺 少 消 毒 工
艺、曝气系统采用盘式曝气……每
个季度，第三方质量监督队会定期
与工作人员一起前往各个污水处
理终端，参与检查把关水质，对各
个“小花园”水质等进行检测，及时
了解水质情况。
“去年，我们在检测
过程中发现，个别终端出现了水质
不达标的情况。”街道相关负责人
坦言，终端水质不合格主要由于设
备陈旧、使用时间长等。
“花园式”污水处理终端，是新
湾推进农污处理终端提升改造的
一个缩影。围绕“水更清、岸更美、
百姓幸福感更浓”的努力方向，新
湾积极将污水处理终端融入美丽
乡村建设中。发现问题后，新湾与

第三方及时探讨，投入 300 万元率
先在共兴村、共建村、共和村、新南
村开展 5 个试点提升改造。
完成改造后的终端，对污水处
理工艺、流程进行了升级，不仅增
加了调节池，可以调节进水流量及
进水浓度，同时还增设了沉砂沟，
可以拦截进入生化池的污泥和泥
沙，增加了中心导流桶工艺，有助
于污泥沉淀。另外，还增加了混凝
消毒设备，在总磷生化处理无法达
标的情况下，可以用化学除磷使至
达标，保证出水大肠杆菌达标排
放。
“污水处理终端原先没扩容之
前，日处理能力在 30 吨左右，还不
一定能保证出水达标，现在提升改
造后，设计处理量是 30 到 50 吨，
在极限条件下可以处理 50 吨。”街
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处理过后流出
来的水，达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污染物排放标准二级标准，流入
农田可作灌溉用水。与此同时，硬
件环境建设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
提升，成为田野间一道靓丽风景
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