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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州地处中国西南腹
地，高原山地居多，土地相对
贫瘠，先天条件不足造成贫困
人口众多，是脱贫攻坚的重要
战场。2018年，我市和黔西
南州的安龙、兴仁结对，选派
多名党政干部和专技人才奔赴
扶贫一线，也把党建工作带到
了那里。

肩负重托的党员抵黔后冲
锋陷阵，攻坚克难，引领着帮
扶工作组开展了成效显著的扶
贫工作，通过“先锋驿站”

“名医讲堂”“名师讲堂”等多
种载体，进一步凸显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从安龙县第一个
先锋驿站的建立到兴仁市“党
建+扶贫”八大载体的创新，
党建工作将各方力量凝聚成脱
贫攻坚的合力，共同助推帮扶
地社会经济发展。

党员+志愿者：
“先锋驿站”亮起来

“奶奶，先把袖子拉起
来，我给你量血压。”安龙县
人民医院的导诊护士赵智霞微
笑着帮 69岁的郑玉芬卷好袖
子，缠上袖带，量起了血压。
乐得郑玉芬满脸的褶子都撑开
了，高兴得连夸姑娘人好又漂
亮。

去年 11月，安龙县人民
医院建起了黔西南州第一个先
锋驿站——安医先锋驿站，设
立学雷锋志愿岗，开展导医咨
询、健康宣传、健康讲堂、爱
心轮椅、爱心雨具、自助机指
导等多项便民服务。将慈溪的
先锋驿站移植到黔西南州是慈
溪市人民医院主治医师杨钦在
安龙援医期间的创举，为党员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供了阵地
和载体。几乎同时，兴仁市人
民医院也有了先锋驿站，每天
接待四五百人的问询和求助。

尽管来帮扶的党员来了又
去，先锋驿站的成员时有更
新，但为民服务的理念、党员
的引领示范始终持之以恒、一
脉相承。慈溪市人民医院医生
周利文一到安龙，就着手血液
透析室的建设，并将先锋驿站

的各项服务更加细化；她的同
事潘方、邢红卫等则在兴仁市
人民医院的先锋驿站践行着作
为党员的使命与责任，坚守在
帮扶的最前线。

春去秋来，先锋驿站涌现
了更多的新面孔，志愿者队伍
不断扩大。安龙县人民医院党
总支监察室主任汤华俊是个
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是
先锋驿站的志愿者。每天一早
他就在医院巡查，指个路，提
个建议，帮人提个东西。他
说：“安医先锋驿站建得好，
是慈溪的这项机制提供了一种
志愿服务的新方式，是慈溪的
党员干部给我们树立了好榜
样。”兴仁市人民医院先锋驿
站的志愿者汪姗姗也为慈溪点
赞，称赞慈溪人的热心和敬
业。目前，越来越多的医生、

护士加入到志愿服务中来。

名医+名师：
从身到心的升华

2018年4月，市人民医院放
射科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陈忠
达来到兴仁市人民医院援医。

“到了兴仁才知道这里的医疗水
平跟先进地区的差距之大，把慈
溪优质的医疗资源共享到兴仁，
把专业的医疗人才请过来指导，
就能有效地提升兴仁的医疗服
务。”陈忠达的这一想法促成了

“名医讲堂”的创建。在他的牵
头下，不到一个月，“名医讲
堂”开办起来，定期开展各类讲
座、培训、义诊等活动。其中，
党员占了比较大的比例。

（下转A2版①）

颗颗红心照亮脱贫路
——慈溪“党建+”模式黔西南州扶贫纪实

本报讯 1895 年 4 月 11
日，我国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
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
领导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杨 贤 江 在 这 里 诞 生 。 1995
年，为纪念杨贤江诞辰100周

年，这里被命名为贤江村。漫
步于此，宛若跨越时间轴线，
置身于那段峥嵘岁月。

走进贤江村贤江支路 146
号，一座造型简朴的三北农村
民居出现在眼前。房屋坐北朝
南，七檩五柱五开间带前廊的
正屋，东西柱头山墙连着围
墙，圈成了一个小小的天井。

乌瓦粉墙黑柱，麻石铺地，天
井小花坛，檐下七石缸，院子
里宁静而清朗。杨贤江在此出
生并度过了青少年时期。

2004 年，长河镇对杨贤
江故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维
修，并在故居西北侧增辟了

“杨贤江纪念馆”。当年4月11
日，纪念馆开门纳客，今年
84岁的贤江村村民杨裕康是
这里的“常客”。“我经常会
过来转转，每次看到里面的
展示，仿佛将我的记忆拉回
了那个炮火纷飞的战争年
代。”杨裕康说，虽然自己未

曾经历过杨贤江那个年代，但
是烈士的伟大功绩深深印在了
脑海中。

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
基因。近年来，贤江村着力挖
掘有关史料，排摸红色资源，
考证和整理了各类资料，全面
还原了历史悠久、民风淳厚的
红色名村的革命史。大革命和
土地革命时期，杨贤江作为慈
溪现域最早的共产党员，以其
毕生心血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
论和实践上留下了300万字的
精神财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贤江村作为姚北地区

革命斗争的前哨阵地和游击区
域，留下了许多红色印记。当
年，一批又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壮
年怀着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纷
纷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队伍。
他们积极投身革命，带领广大
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为
赢得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现在，贤江村还在
文化礼堂的乡风民俗、励志尚
德版块中展出烈士、革命老战
士等相关资料，吸引了来自各
地的参观者。

贤江村党总支书记罗杰告诉
记者，（下转A2版②）

贤江村——

留住历史记忆 传承红色精神

本报讯 清明时节雨纷
纷，文化礼堂忆清明。前不久，
金堂村妇联联合本村十多位志
愿者来到村文化礼堂，开展

“我们的节日：包艾饺·忆清
明”为主题的清明节民俗活动。

现在，像这样的节日文化
特色活动在金堂村文化礼堂经
常性“上演”。当天，通过志
愿者的齐心忙碌，500多只形
状各异、香喷喷的艾饺新鲜出
炉。“大家时常牵挂着我们，

过这样难忘的清明节，真幸
福！”吃到艾饺的一位金堂村
老人高兴地说。

天天有“热闹”，月月有
活动。村文化礼堂不但有丰富
多彩、喜闻乐见的群众性文化
活动，还为村民提供婚宴等集
体性活动餐饮场所。第五届宁
波市道德模范基层巡演、浙江
省文联曲艺一线巡演团首演走
进慈溪三塘江、浙江省书协宁
波市书协慈溪采风创作暨服务
书法村活动、慈溪市职工艺术
团元宵慰问演出……金堂村文
化礼堂承办了 18场省市级大

型综合性文化活动，深受周边
村民的肯定和欢迎，真正成为
不落幕的精神文化“舞台”。

慈孝文化是金堂村文化礼
堂的“立堂之本”。在升降旗
杆上，金堂村设置了慈孝文化
宣传图片，并成立了资料丰富
的慈孝馆，其中展示了经典生
动的慈孝故事，有浙江好人
榜、宁波好人榜，还有很多最
美慈溪人。更为令人印象深刻
的是，还有金堂本村的好人事
迹、慈孝家庭展示。金堂村文
化礼堂慈孝馆成功申报成为慈
溪市示范性开放式组织生活基

地，集聚了党员教育、党建成
果展示、慈孝传承、志愿服务
等多项功能。开馆以来，吸引
了大批村民前来参观，让大家
接受慈孝文化的常态化熏陶。

行动胜于感动。金堂村文
化礼堂成为行善“热地”，经
常性地开展爱心志愿服务和践
行慈孝精神活动。前不久，润
德小学 30多名学生来到金堂
村文化礼堂慈孝馆参观，大家
认真地观看了中国传统慈孝文
化故事，听讲解员讲述了宗汉
的慈孝家庭事迹，在金堂村的
文化长廊中感受了金堂的建设

成绩，看到了老一辈人使用过的
劳作和生活用品，学生们感慨老
一辈人的艰苦和智慧。

群众是文化礼堂的建设者，
更是礼堂文化的创造者。金堂村
文化礼堂建立了 18人组成的志
愿者队伍，安排两名大学生村官
担任乡风文明馆和村形势政策宣
讲员，落实两名老干部和两名在
职教师作为礼堂老年文化和春泥
计划的假日辅导员，协助开展文
化礼堂各项活动。同时建立了巾
帼威风锣鼓队、舞蹈队、太极拳
队等8支业余文体团队，确保文
化礼堂活动常年不断。

金堂村文化礼堂——

打造不落幕的精神文化“大舞台”

本报讯 4月13日，2019
中国（宁波）特色文化产业博
览会慈溪分会场活动在鸣鹤古
镇开幕。来自吉林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的文化经贸考察团，海
内外艺术家、专家学者、青瓷
爱好者、旅游达人等齐聚江南
古镇，领略秘色瓷都、国药之
乡的独特魅力，探讨青瓷产业
发展趋势。宁波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邓晓东，宁波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副局长王水维，慈溪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华红，副
市长沈小贤等参加了开幕式。

今年是我市第四次承办中
国（宁波）特色文博会分会场
活动。作为宁波文化强市建设
的排头兵，近年来，我市文化
产业发展蒸蒸日上，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青瓷博物馆、慈溪
大剧院等一大批文化平台建成
投用，上林湖青瓷文化传承园
开园在即，民间青瓷研究、制
作、产销生机盎然。

开幕式上，历时四年建
设、即将投入使用的上林湖青
瓷文化传承园项目的路演引人
注目。该项目是我市以弘扬青
瓷传统文化、传承青瓷制作技
艺、服务古迹观光旅游为目的
的首个政府性产业项目，总投

资1.75亿元，选址在匡堰镇倡隆
村鸟笼湾，规划有公共展示中
心、大师研究中心、企业展示中
心、科普体验中心、创意发展中心
五大功能区块。目前，部分区块
装修已经完成，计划于本月底开
始陆续交付使用，并委托专业的
团队对园区进行社会化运作管理。

慈溪家电馆、慈溪市越窑青
瓷有限公司强强合作的慈溪“青
瓷+家电”创意设计项目也在当
天成功签约。该项目将通过创意
附加，把越窑青瓷、慈溪城市元
素植入慈溪小家电品牌，使之更
具时尚性、文化性、美观性，并
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平台，以垂
直化、精品化的方式让慈溪青瓷
小家电走向海内外。

作为本次活动的另一条主
线，“秘色瓷探幽之旅”线路正
式发布并启动，掀开了我市文旅
融合的新篇章。

据悉，此次分会场活动以
“青瓷”为主题，共有瓯乐展
演、青瓷创意展售、文化产业发
展讲座、国药青瓷诗画场景互
动、秘色瓷探幽之旅、青瓷陶烧
体验等 20余项文化大餐。活动
将持续至本月底，市民可前往实
地参与体验，或通过“慈溪发
布”、“文化慈溪”、慈晓APP等
新媒体平台来进一步了解各项活
动的精彩内容。

宁波文博会
慈溪分会场活动举行

本报讯 日前，慈溪市限价房申请的
第四类对象申请人——引进人才张女士，
获得了慈溪市限价房申购核准资格，这让
远离家乡来慈工作的她感慨不已：“以前
听说限价房申请手续复杂，等待时间漫
长，我年后才提交申请资料，审核速度远
远超出我的预期！”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浒山街
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推出保障房网上受理
线上操作，探索实行网上受理和“零资
料”受理，全力跑出了新速度。作为全市
住房保障申请的“受理大户”，今年第一
季度，该街道已受理经济房申请2户、限
价房申请12户，比去年同期增长367%。

曾几何时，“一直在路上”是街道城
区建设办办事人员许云江工作的真实写
照。以前，申请住房保障事项中，窗口工
作人员受理、初审后，许云江就踏上了

“跑步之旅”：带着申请人的相关资料，国
土局、房管中心、民政局、住建局，按程
序一一送交和取回，直至进入最后环节，
通知申请人前往相关部门签字。即使有专
人代替“跑步”，整个申请流程也要几个
月之久。街道申请住房保障事项的比例占
全市 70%以上，这样的“跑步”，许云江
每个月都要很多次。

如今，“在路上”的主角换成了各部
门的共享数据，网上受理线上操作，跑出
新速度。张女士于今年2月11日在网上提
交资料，12日街道通过初审，18日市房
管中心核查复审通过，20日在慈溪市人
民政府网站信息公开住房保障专栏公示。
3月 8日，市住建局最终给出核准意见，
所有流程均通过线上操作完成。

全面推开网上受理线上操作，大大缩
短了审核流程时间，也让越来越多的群众
享受到了其中的便利。浒山街道以“程序
简、项目全、时间快、服务优”为目标，
做到“少跑快办”，全力打造“最多跑一
次”基层平台。

据介绍，目前，街道已进一步梳理并
公开住房保障“最多跑一次”的事项清
单，简化申请材料，实现就近受理。同
时，实施“容缺受理机制”，对于办理时
无需审核原件的资料缺失，能通过 QQ、
微信等传过来的，当场予以办理。对行动
不便人员，还可约定时间上门服务，最大
努力地实现群众“最多跑一次”甚至“最
好跑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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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落实人才公寓政策有“硬核” >>A2版

慈溪外贸企业认清形势积极应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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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春潮涌动
“大师”“股神”粉墨登场 >>A5版

上千只白鹭山头产蛋屡受惊吓 >>A6版

■全媒体记者 俞建明
通讯员 罗柳红

■全媒体记者 景锦
通讯员 谢燕彬 张建益

昨天，在鸣鹤古镇举行的
“奔跑吧，鸣鹤”税收宣传主
题定向趣味运动上，各组参赛
队员通过税收知识问答、税收
行打卡、指压板叠罗汉等趣味
项目关卡，在趣味游戏中了解
和传播税收知识。图为参赛队
员向下一关进发。
■摄影 全媒体记者 孙丰立

通讯员 余莎莎

奔跑吧
鸣鹤

■全媒体记者 陈利群 通讯员 胡丹

■全媒体记者 陈益维

■全媒体记者 陆燕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