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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竹滢艳
通讯员 喻萍萍 高佳美

11月19日，河庄街道举行首届新
乡贤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河庄乡贤
荣归故里，共话桑梓、共叙乡情、共谋
发展。同时选举产生新乡贤联谊会第
一届理事会成员，会长和副会长。

从围海造田、垦荒创业到江东展
颜、新区成立，钱塘经历了从垦区向
园区,园区向新城的蝶变，作为钱塘
腹地的河庄也从未停下前进的脚
步。近年来，河庄顺势而为，乘势而
上，积极融入主城，着力打造新城，经
济发展、环境面貌、民生保障、社会治
理和党的建设均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如今的河庄“江陆空轨”内联外
通，“河湖山堤”怀抱其中，商周文化、
围垦文化、萝卜干文化等地域特色文
化融合于此，是投资创业的“产业沃
土”和生态宜居的“生活热土”。

“新乡贤联谊会的成立将会激活
更多乡贤资源，在项目招引、人才吸
纳、建言献策、文化宣传、乡村振兴和
助力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区委统战部主要负责人表示，希
望河庄街道能够高标准推进新乡贤
工作阵地建设，搭建好共建共治平
台，真正当好温暖的“娘家人”。

据悉，河庄街道新乡贤联谊会
首批会员共有208人，覆盖政治、教
育、医药、科技等多个领域。百合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立荣当
选为首届河庄街道新乡贤联谊会会
长。他表示，新乡贤联谊会将继续
发扬创新创业精神，聚焦河庄发展
建设，发挥乡贤智力和资源优势，为
打造“江城河庄·田园新城”贡献更
多乡贤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大会现场还发布
了“我河你”新乡贤共富计划，并授牌
河庄乡贤馆。据悉，“我河你”新乡贤

共富计划包括产业共赢、文化共享、
乡村共建、治理共商、民生共济等五
大类60个共富子项目。“以治理共商
计划为例，将启动‘河庄乡贤馆’建
设，同时聘任乡贤参与各项社会治理
工作。”河庄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以该计划引导广大新乡贤回归乡里、
反哺桑梓，实现共富。

在大会的尾声，乡贤们还品尝了
承载浓浓乡情的“沙地十碗头”。白鲞
扣鸡、炒时件、炒力笋、糖醋鱼……餐
桌上，一道道独具沙地特色的家乡菜
依次摆开，一下子勾起了乡贤们的回
忆。

“新乡贤联谊会的成立是河庄建
设的新起点。”河庄街道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以新乡贤联谊会为纽带，广
泛联系河庄乡贤力量，鼓励乡贤争做
扎根家乡的“弄潮儿”、当好引领发展
的“领头雁”、扩大宣传家乡的“朋友
圈”，合力开创河庄街道的锦绣未来。

“河”你有约“乡”聚江城 ■见习记者 李林蔚 通讯员 王俪
婧

在下沙街道七格社区居民委
员会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以
往来此办事的党员群众总是行色
匆匆，但现在，每当他们经过楼梯
时，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缓缓
而上。

“一步步地走上去，能感觉到
我们党一路走来的不容易。”走完
楼梯的社区党员小桑感慨道。

原来，七格社区党委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打造出党
史学习教育新载体——“百年建党
路，一步一台阶”。通过在61级楼
梯台阶立面贴上精美的党史大事
记，切实打通党史学习教育“最后
一米”，让党员群众和社区工作人
员在办事和工作上下楼的同时，对
党的历程有更深刻的了解，营造出
浓厚的学习氛围。

从细处做起，在“螺蛳壳里做
道场”，一直是七格社区做好社区
文化建设的“秘方”。早在 2019
年，七格社区就开始着手建立七格
人自己的文化家园。“当时我们做
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如征集社区党
员一句话，收集居民老旧物件等
等，现在这些内容都体现在我们的
文化家园里。”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道。

经过三年的打造，如今的七格

文化家园是一个集党员学习教育、
群众文化培育于一体的开放式文
化阵地，里面不仅有党建文化长
廊、社区幸福之家文化展示厅，还
有聚益格志愿者活动中心、七格文
化广场等场所，是七格居民精神文
化生活最主要的栖息地。

为了让社区居民“身有所栖”
“心有所寄”并“乐在其中”，七格社
区还利用党建力量撬动各类优势
资源的整合，打造“聚益格”精品志
愿服务品牌文化，并常态化开展各
种读书会、亲子活动、节日活动，组
织交友联谊和最美评比等，积极满
足社区居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多
元需求。

“杭州是有温度的城市，下沙
是有温情的沃土，七格是有温暖的
家园。我们希望这里不仅仅是居
民居住的家园，也能够成为他们心
灵的家园，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让老下沙人文化生活更丰富，让
新下沙人更融入。”社区负责人说。

接下来，七格社区将进一步推
动社区文化阵地和内容建设，不断
探索社区文化家园建设的创新举
措，努力提升社区管理能力和志愿
者的服务能力，继续以文化的“香”
和“甜”滋润社区居民的心田。

七格社区：让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有个好去处

■记者 张华颖 通讯员 陆峰

树高千尺不忘根，水流万里总思
源。11月18日，临江街道召开“临跑
者”新乡贤联谊会，63位乡贤代表相
聚临江，共忆往昔峥嵘岁月，齐看今
朝扬帆起航。

大会选举产生了乡贤联谊会第
一届理事会成员，会长、副会长；乡贤
企业代表成功发布六大产业项目，启
动“临跑者”共富基金，募集资金将用
于发展临江教卫事业，改善公共设
施，助力乡村振兴，提升人居环境。

“你和我”工作室、余观祥工作室、
张振华工作室也同步成立。三个工作
室将从摄影、油画、文学等多个方面为
临江百姓“精神共富”增添助力。

“临江是我们根之所系，情之所
在，感谢街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
好的回馈家乡的平台，下一步我们会
群策群力，为推动临江经济社会发展

再上新台阶贡献乡贤力量。”临江新
乡贤联谊会首任会长杭州福莱恩特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百春在会上表示。

振兴家乡，矢志不渝。新乡贤联
谊会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临江乡贤工
作迈出了关键性步伐，也标志着临江
正式驶入了新一轮推进共同富裕的

“快车道”。今年，临江街道牢牢抓紧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
大历史机遇，紧扣街道区域城市有机
更新发展主线，不断优化街域“共富大
局”，努力形成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真
实可感的共同富裕成果，切实提升临
江人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这次的乡贤联谊会，街道就邀请大家
走进吉利汽车、知青文化园、萧东村，
感受临江近年来的发展成果。

“变化真大！几年不来都不认识
了。”“这几年每次回来，萧东村都有
新变化！”来到萧东村，乡贤们纷纷发
出感叹。在街道牵头下，这个位于杭

州市最东端的村庄实施了美丽乡村
建设，围绕“一心、三带、多点”规划布
局，萧东村一改旧貌，成为了水清岸
绿、物阜民丰的美丽乡村。在今年钱
塘区新时代美丽乡村大比武（第二
期）排名榜中，萧东村“喜提”建成村
组第一名。

萧东村的蝶变是临江近年来发
展的缩影，近年来街道创新采用“项
目化”“清单式”专项行动，推进街道
党建、人大、政府三条主线工作再上
新台阶。今年街道176项工作有序推
进，安置房分房、老旧小区改造、红馆
白馆改造等民生实事不断落地，群众
生活幸福感、获得感越来越深。

乡贤是临江发展的助力者、领跑
者，接下来，街道将继续搭建平台，为
广大乡贤建言献策畅通渠道，为乡贤
施展才能提供良好创业环境，真正做
好乡贤的“娘家人”，将“临江乡贤”打
造成金名片。

四海归家“临”跑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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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叶晨璐 通讯员 罗恩珊

“在按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手法，适度用力，帮助皮肤吸收精
华”……美容床上，一位学员充当
模特，一位按照老师的指导进行操
作，周围的学员们纷纷拿着手机记
录知识要点。这是近日发生在义
蓬街道义隆社区美容师技能培训
课上的一幕。

本次美容师职业技能培训是
义隆社区在广泛搜集辖区居民需
求后，邀请专业老师前来开设的。
课程共有三期，以理论为基础，以
实践操作技能演练为重点，帮助学
员们提升综合职业素质和专业技
能，通过相关考核，拿到“美容师中
级证书”，拓宽就业范围。

课堂上，老师们系统地讲解
了护肤、彩妆的相关理论知识，带
领学员们直观地体验了这个过程
中所要用到的工具、相应步骤及
相关注意事项。学员们两两配对

进行实操，老师们则在一旁默默
观察，及时做出指导。在正式上
脸画彩妆前，学员们先尝试为纸
上的“模特”化妆练手。不少学员
纷纷表示听老师讲解感觉并不
难，但实际上手后才更清楚其中
的不易。

“我一直有想从事美容行业的
念头，但能接触到的资源比较少，
这次社区能够提供这类职业课程，
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也在课上学
到了很多。”学员小张这样说道。

“我们希望通过提供这些培
训让有意往该方向发展的学员们
多一分专业知识，进一步做好辖
区内居民就业服务工作，提高大
家对职业技能培训的认识。”义隆
社区相关负责人这样说道，“接下
来，我们还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
着力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争取
让更多的居民通过培训强化本
领，提高技能，为他们的就业创业
之路提供帮助。”

为居民创业就业辟新路

■记者 钱圆 通讯员 黄亚妮

11月18日，新湾街道在新北
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以“红心
永向党 星火照新城”为主题的“星
级组织员”知识挑战赛。各村社书
记、组织委员、党务工作者组成14
支团队参赛。

经过前期团队扫码答题环节
的选拔，共有7支队伍脱颖而出参
与决赛角逐。决赛主要围绕党建
知识，设有团队风险抢答题、团队
必答题和个人必答题三个环节。

参赛选手们聚精会神、沉着应
答，在团队共答环节中，大家综合
运用已经掌握的相关知识，分工协
作、群策群力。经过激烈对决，最
终创建村荣获团队赛一等奖，新北

桥社区组织员沈洁荣获“五星组织
员”称号。

“竞赛通过轻松活泼的形式，
巩固内容严肃的知识。本次挑战
赛不仅检验了参赛选手的党务工
作知识水平，又提升了各党组织的
战斗力、凝聚力，进一步夯实了街
道基层党建工作基础。”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是新湾街道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要求，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的具体实践，各村社党务干部在
有趣的快问快答中重温知识重点，
及时弥补业务盲点，进一步提升了
街道各村社党务干部党建业务能
力，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新湾街道开展“星级组织员”知识挑战赛

■记者 王慧敏

最美家乡水，最亲前进人。11
月20日，前进街道“前路有你”新乡
贤联谊会在前进小学隆重举行。听
乡音、忆乡愁、叙乡情，新老乡贤齐聚
一堂，共谋家乡振兴事，共建美丽新
前进。

大会上，全体新乡贤联谊会会员
审议通过前进街道新乡贤联谊会章
程、议事规则、选举办法，选举产生新
乡贤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副会
长和秘书长，为下阶段新乡贤联谊会
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打好基础、做好
保障、开好新局。

面向“十四五”奋斗新征程，前
进更加热切期盼优秀乡贤、青年才
俊能为前进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会上，乡贤回归项目签约仪式，引起
大家的重点关注。萧山农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新湾支行、杭州亚星环

境污染物处理厂、上海内亮化工有
限公司等三家企业负责人上台进行
项目签约。

签约代表们紧握的双手预示着
前进与乡贤共同建设家乡的决心。
据悉，三大项目分别围绕扶持小微产
业园、助力乡村振兴等民生实事，这
些重大产业项目的落户，将为前进发
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耳边乡音萦绕，心中乡情激荡。
怀着对这片乡土的深情眷恋，会前，
全体乡贤共同乘车游览前进，先后走
访西子航空、前悦社区、三丰村，深入
了解前进的发展建设现状，进一步感
受乡村振兴的成果。在赞美家乡发
展变化的同时，大家更直抒对前进再
上层楼的期盼和建议。

“很高兴今天能回来参加乡贤大
会，我们很荣幸很自豪，也感觉肩上
有使命和责任。未来我们将更加关
注前进的乡村振兴，为自己家乡的发

展尽一份绵薄之力。”从外归来的乡
贤张建乔表示。

从不毛之地到智造新城，从茫茫
围垦到美丽城镇，如今的前进，已经
实现了从垦区到园区到城区的巨变，
谱写了“沧桑巨变”。当前，前进街道
上下正围绕“建设三生融合、美丽幸
福的现代化新前进”的目标，筑梦向
前、砥砺奋进。依托万亩千亿新产业
平台，前进集聚众多高端企业，营商
环境优越，蕴藏着无限商机。以全域
美丽为目标，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以
平安和谐为基石，前进围绕共同富
裕，推动乡村振兴，强化民生福祉，推
动集体强、乡村美、百姓富，不断提升
新老前进人的幸福感。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
必有其源。下一步，前进街道将以党
建为引领，以乡情为纽带，激活乡贤
资源，凝聚乡贤智慧，为加强智涌钱
塘现代星城贡献更多前进力量。

不忘桑梓 一起“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