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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华颖

本报讯 近日，临江街道高新
社区举行“争星晋位·全域建强”暨
新聚力区域党建联盟成立仪式。
在街道的牵头下，高新社区与临江
高科园管理办公室、浙江巴陵恒逸
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格力电器
（杭州）有限公司、浙江富丽达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卓达染整有限公司
等 20家单位签订了党建共建协
议。接下来，社区与辖区企业将共
同构建双向促进、结对互动、共同
提高的区域党建共建新格局。

区域联盟打破了原本社区、企
业、平台等党组织之间沟通合作的
屏障，整合汇聚了各党组织力量，
形成推动临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聚能环”。

据悉，以此次区域党建联盟成
立仪式为契机，高新社区党组织与
辖区企业党组织将发挥各自党组
织的特点，共同推进“平安高新、美

丽高新、健康高新、共富高新、青春
高新、环保高新”六大项目建设，深
化党建统领下融合型大社区大单
元建设，探索现代社区工作方法。

“区域党建联盟成立之后，一方
面成员单位党建工作可以互相学习
借鉴，另一方面成员单位加强社企联
动，开展服务共推、资源共享，以聚合
态势破题突围基层治理，进一步建设
具有临江特色的融合型大社区大单
元。”高新社区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在“朋友圈”正式建立之
前，高新社区已与浙江巴陵恒逸己
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等成为“好
友”。“今年端午，我们社区就将‘红
色市集’开到了企业宿舍楼下。成
员单位与社区合作的‘共富学堂’
也已经开班。”社区负责人说。

下一步，社区将以党建共建为
基础，发挥党组织优势，将党建的
工作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为打造

“钱塘幸福里”现代社区建设示范
区贡献力量。

临江高新社区党建“朋友圈”添了20个“新好友”

■记者 钱圆 通讯员 叶舟

7月31日晚，“党建引领 谋
共富 强国防”晚会在新湾街道
南沙公园顺利举行，这场集聚强
军国防红色能量和民生幸福的
主题晚会吸引了众多村民参与。

晚会徐徐展开，在嘹亮的红
歌下，烘托起南沙公园军民同乐
的愉悦氛围。

活动现场，建华村党委对10
名“现役、退役军人贡献奖”及10
名“最美老兵”荣誉获得者进行颁
奖。这些荣誉由近日举办的退役
军人大会评比选出，以选树典型
拉近了退役军人与村庄发展的联
系，在村庄内营造出尊重、关爱退

役军人的良好氛围，让更多人以
实际行动投身到支持国防和军队
建设的队伍中来。

此外，活动还授旗成立建华
村退役军人突击队，将优秀退役
军人汇聚起来，组建一支“关键时
刻靠得住，危难时刻顶得上”的专
业志愿服务队伍。

当晚的演出精彩纷呈，涵盖
越剧、舞蹈、合唱、走秀、乐器演奏
等表演形式，充分发挥文筝艺术
团及村民的艺术特长，给大家带
来欢乐。

晚会最后，在歌曲《我和我的
祖国》中，退役军人穿着统一，胸前
别着“八一”勋章，用温情而洪亮的
歌声，唱响对党、对祖国的热爱！

夏夜“村”晚 送欢乐聚人心

■见习记者 张楠楠 通讯员 赵梦瑶

本报讯 走在义蓬街道乡间，随处可见农
村自建房上一个个直插云天的“铁葫芦”，有
的是一根避雷针穿上数颗珠子，有的形似“埃
菲尔铁塔”，形式各异。近日，南沙村工作人
员上门对江东大道周边共7户人家的“铁葫
芦”进行拆除。

“铁葫芦”其实是一根自制的“避雷针”，
为什么要拆除呢？据了解，避雷针避雷原理
是引导雷电向避雷针放电，再通过接地引下
线和接地装置将雷电引入大地，从而使得被
保护物免遭雷击。但是，当地村民家的“铁葫
芦”引下线和接地装置配备其实不齐全，不仅
不能将雷电引入地底下起避雷作用，还有可
能提高雷击概率，加大了家庭安全隐患。

南沙村村委会工作人员深入村民家中进
行走访动员，同时向村民科普“铁葫芦”的危
害。“我还真不知道这个“避雷”小玩意儿居然
引雷！原先看大家都装这个，以为能保护电
视天线，家里装修的时候也就跟着做了一
个。”村民芦婆婆说，“现在家里用上了互联网

电视，‘铁葫芦’也用处不大，拆了还能保障房
屋和自身安全。”

“以前，村民兜里没钱，想撑撑门面，就希
望‘铁葫芦’能够增加自己房子的高度，一是
显得自家有钱，二是能够让自己的房子看起
来更加美观。”南沙村村委会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近些年，南沙村积极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建设南兴加油站，完成全村区域土地集中流
转，提升土地利用率，并通过村与村携手，对
村级留用地进行异地开发，发挥租赁经济、楼
宇经济等，带动村民钱袋子鼓起来，他们也就
不需要靠‘铁葫芦’装点门面。”

“村里正在全力开展‘5+1’美丽乡村建
设，‘5’即美丽村道、美丽河道、美丽田园、美
丽庭院和美丽村风，‘1’则为美丽经济。”南沙
村党委书记赵国君表示，“今年除了拆除‘铁
葫芦’，我们还听取村民建议，将继续新增共
享停车位，并打造滨水景观，让村民既有摸得
着的实惠，也有看得见的幸福感。”

随着义蓬街道各村社“铁葫芦”被拆
除，村民心中的美好愿景也日渐实现。通
过共富农租房、共富联合体、共富未来乡村

等多途径，积极探索闲置安置房租用模式，
统一规划农业生产、产业发展、项目招引、
村庄建设、环境打造等方面，加快乡村数字
赋能，着力构建引领数字生活体验，推动城
乡深度融合。

钱包鼓了“面子”有了 撑门面的“铁葫芦”别了

■记者 董笑瑜 通讯员 高佳美

炎炎夏日，如何安排孩子的暑假生活
是父母的重要“功课”，也是社会关心的热
点话题。近年来，河庄街道实施“春泥计
划”、创办“假日学校”，以各村社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文化礼堂、党群服务中心为阵

地，为全街道的孩子创造快乐、丰富的暑期
精神文化生活，让他们愉快地度过一个有
意义的暑假。

暑期，知行社区利用场地和资源优
势，联合葡萄树公益服务中心，招募大学
生志愿者，办起了家门口的暑托班，有效
解决双职工家庭孩子看护难问题。少年
强，则国强。在知行社区科学主题暑期
夏令营活动上，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的
大学生志愿者们将“流动科技馆”搬进了
社区。趣味心理知识、简易化学实验讲
解及实践、简易火箭制作、理学院流动科
技馆仪器展示及讲解、走进生活中的真
假“科学”现象、航母“福建舰”与潜艇小
制作等，激发了孩子们对科技知识的探
索欲望，让他们在实践中感受到科技带
来的乐趣。

东沙湖社区组织开展了“春泥计划”
“假日学校”夏令营活动，邀请钱塘区作协、
杭州师范大学等优秀师资力量加入，通过

多种形式的学习，鼓励孩子们互动学习和
加强实践，丰富暑期生活。街舞、素描、模
特、礼仪、外出实践……各种各样的活动正
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孩子们不仅从中获取
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收获了欢声笑语，更
是和新的小伙伴一同成长，体验到了与学
校不同的学习氛围。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如何为
孩子们的快乐暑假撑起一把平安保护伞？
向公村有妙招。该村联合河庄派出所通过
开展“快乐暑期 安全同行”暑期安全知识
教育讲座，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安
全知识，更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自我保护
能力和紧急事件处理技巧。

河庄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将切
实发挥“春泥计划”“假日学校”的积极作
用，盘活社会资源，积极搭建青少年校外成
长平台，使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
满足、成长环境不断优化、思想道德素质不
断提高。

如何安排好孩子暑期“功课”？“安全+快乐”！

■记者 谭敬 通讯员 沈超超

暑假开启，夏令营火爆。为助力“双
减”政策，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下沙街道
早城社区在湖左岸小区红色议事厅，开设
了为期一周的“小小翰林院”夏令营。

本次夏令营课程共分为两期，与以往7
届夏令营不同的是，今年社区采用“半日托
模式”，将往年备受家长和孩子们青睐的

“作业辅导”和“木工课程”完美结合，形成
了“动静结合”的特色课程。

作业辅导课上，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
讨论、制定暑期作业规划，并在辅导过程中
细心检查孩子们的暑假作业，耐心询问他
们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对孩子们在作业
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一一解答。孩子们认真
完成作业，并互动讨论，学习氛围浓厚。

木工课上，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
习了构思、草图表达、测量、画线、切割、钻
孔、安装、打磨等一系列操作，切实体验到
手作带来的快乐。充满童趣感、梦幻感的
手工活动将孩子们从手机、电脑游戏中解
放出来。

此次暑期夏令营也备受家长们的喜
欢，孩子将上小学三年级的李女士分享道：

“我家孩子放假在家不自觉，每天必须得我
下班后盯着才能写作业。我们是双职工家
庭，白天都是外婆帮忙带孩子，辅导作业实
在难为她了。报了这个夏令营之后，我们
的压力确实减轻了不少，现在孩子每天都
盼望着去社区写作业、做木工。”

活动现场还有部分全职妈妈表示：
“炎炎夏日，找一个安静凉爽的地方，拿
一本书细细品读，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妈

妈们最梦寐以求的。没想到社区这么贴
心，还在现场放置了一个大书架，我们可
以一边陪孩子上课，一边看看书，真是太
赞了。”

“‘双减’后，孩子们有了更多的课余时
间，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学在社区、乐在社
区，社区根据家长的反馈，专门制定了两期
暑期夏令营课程，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居民
的多元需求。”早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吴菲
菲表示，“目前，第二期‘小小翰林院’夏令
营正在火热开展中，非常期待孩子们的精
彩表现。”

接下来，早城社区将继续以暑期夏令
营活动为依托，积极营造社会关心、社区上
心、儿童开心、家长舒心、社工用心、学校放
心的儿童友好型环境，提升孩子们对社区
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参与感。

“孩子每天都盼着去社区‘做木工’”

家门口的免费暑托班为家长“减负”

■记者 武佳奇 通讯员 毛丽娟

近日，夜幕下的白杨街道
景园社区小广场上人头攒动。
现场的居民们时而露出紧张的
表情，时而爆出一阵阵欢快的
笑声。

原来，这是景园社区举办“百
场文艺迎亚运”露天公益电影放
映活动。

傍晚时分，电影放映的工作
人员早早挂起幕布，调试好设备，
放起了音响。随着夜色渐浓，银
幕缓缓升起，广场上来往的群众
逐渐放缓了步伐，跳脱的孩子也

安静下来，老少居民共同等待着
电影的到来。

此次播放的电影是红色经典
抗战电影《亮剑》。精彩紧张的剧
情、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牢牢吸
引了观影群众的目光。放映结束
后，许多居民仍久久不愿离去，继
续讨论精彩的电影剧情。

文化育民、文化乐民。一场
公益露天电影，既给居民们送
去了欢乐，又为他们搭建起沟
通的桥梁、增进了邻里之间的
情感交流，同时丰富了居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营造起温馨和
谐的社区环境。

■记者 王梦旦 通讯员 李金 杨丹

本报讯“赶紧跑，他们手里有
棍子！”

近日，两名“歹徒”突然冲进前
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挥舞着棍
棒，企图伤害群众与医护人员，中
心安保人员随即报警，在医护人员
的配合下，紧急疏散现场群众。

接到消息，街道巡防队、派出
所、民兵应急排迅速联动，手持盾
牌、钢叉等武器，在15分钟内抵达
现场，开始处置本次事件。巡防
队员尝试与两名“歹徒”沟通，稳
定他们的情绪，派出所值班民警、
民兵负责从通道两边包抄，逐渐
靠近“歹徒”。到达指定点位后，
三方合力向前扑拢，将“歹徒”死
死包围后迅速制服，并押送至派
出所警务室。随后，巡防队员、民
警、民兵开展现场收尾工作，确定
无人员伤亡。

其实，这是前进街道组织辖区
派出所、平安建设办公室、街道综

合信息指挥室、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民兵应急排联合开展的一次室
内反恐防暴演练。

“反恐防暴工作是中心安全
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演练是
对派出所、综治、民兵、安保队伍
应急联动响应和实战能力的一次
综合检验。”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演练与训练结合，才能提升练
兵效果，有效增强辖区平安维稳
工作效能，不断提升辖区居民安
全感、幸福感。

两名持棍“歹徒”闯入社卫中心 三两下被摁倒在地

三方联动演练 反恐防暴护民

家门口的露天电影 消夏解闷好去处

暑期，下沙街道柠檬社区假日小队积极参与社区平安巡逻、宣传垃圾分类、听老党员
讲故事……让暑期生活更添别样风采。

“洪伯伯，您头低一点，我给您戴上红领巾。”社区会议室里，红色先锋小队的孩子们给
社区老党员系好红领巾，敬少先队礼，随后认真聆听老党员洪长根、单锦荣讲述自己的入
党过程，以及退休后服务居民、建设红色楼道的故事。大家被老党员的故事深深吸引，经
历了一场红色的洗礼。“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以党员伯伯为榜样，为成为一名光
荣的共产党员而努力。”

记者 谭敬 通讯员 范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