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网格员的自述

记者 金旭 通讯员 谭巍

本报讯 日前，涂茨镇社区矫正
人员走进县培智学校，与小朋友们
共同开展了一次别具意义的爱心公
益活动。

活动中，社区矫正人员与小朋

友们共同创作法治图画，宣传学习

《未成年人保护法》《道路交通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
“活动让我们学会关爱他人，体

会助人为乐，更促使我们敬畏法律、

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自觉履行法律
义务。”一名社区矫正人员说。

社区矫正人员
走进培智学校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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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 段霁霁 整理 柳常青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
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每当
哼唱起这熟悉的旋律，我就觉得
自己的工作犹如那颗小草。我叫
段霁霁，是丹东街道梅园社区的
一名网格长，大学毕业后，我便
与社区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我
所在的梅园社区有 10个小区，常
住人口近 1.5万人，配备 10名网
格长，占到了丹东街道网格长总
数的十分之一。我的父亲曾语重
心长地对我说：你选择的工作很
平凡但很重要。

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在

小区例行巡查走访，住在 9 幢楼
的洪阿姨看到我来了，就喊住我
与她聊起了自己的烦心事。原来，
她的女儿常年在新西兰工作，一
年最多回来一次，她思女心切，
偶尔通个电话但又放心不下。看

到小区内大家都在用微信视频聊
天，自己也想尝试一下，可是家
人不在身边，又不好意思向别人
请教。我听到这个事情后，笑着
对她说：“阿姨，我来帮你想办
法！”我将此事上报到社区，建议
社区组织个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
班。培训结束后，我再次找到洪
阿姨帮她下载好微信软件，教她
怎么登录，怎么进行视频对话。
由于洪阿姨年纪大了，总是记不
住，于是我将操作步骤记在纸上，
让她照着步骤进行操作，还留下

我的电话号码，让她可以随时联
系我。渐渐地，她学会了用微信
和女儿进行视频对话。春节前夕，
当我再次碰到洪阿姨时，她激动
地拉着我的手，开心地说：“小

段啊，幸亏有你教我微信，我现
在经常可以和女儿隔着屏幕聊天，
感觉她就在身边一样，真的谢谢
你！”看着洪阿姨如此幸福开心，

我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暖流，感
到自己的工作还真不平凡。
在我的网格里，有这样一户家

庭：李先生的儿子符合征兵年龄，
需要进行夏季征兵体检。我于是将
目测通知书送往他家。一开门，李
先生便怒气冲冲地对着我吼道：
“我只有一个儿子，我绝对不会让
他去当兵的，当了兵那是要吃亏
的！”说完便把门狠狠地关上了。
就这样吃了一回闭门羹，我的眼泪
一下就流下来了。心想：自己顶着
35度的高温，爬了十层楼，送上
通知书，对方不仅没有感谢我，还
用如此态度来对待我，何苦呢？但
平复之后我转念一想，他肯定是有
什么不好明说的原因才如此抗拒
吧。于是我又一次上门，不厌其烦
地向李先生劝说。最后李先生终于
向我敞开了心扉。原来李先生是个
退伍军人，5年前因为身体原因下
岗了，一直没有再找到合适工作，

妻子也因此离开了他，家里条件的
确有些困难。在了解了详情后，我
主动联系了街道民政科，将他的情
况进行了上报，在政策允许的情况
下，帮他申请了困难补助。之后，
我又抽空将新时期当兵优惠政策宣
传给他听。当我再次上门时，李先
生双手接过了儿子的目测通知书，
笑着对我说“小姑娘，谢谢你！”
新兵入伍那天，当看到小李穿上迷
彩服，戴上大红花的时候，李先生
竟偷偷流泪了。他对我说，“小
段，你说得对，男儿就该保家卫
国！我的儿子将来一定是个好兵！”
那一刻，我赶紧用相机记录下两父
子温馨的瞬间。

回首几年的网格工作，我有过
困扰，有过无奈，也有过心酸，但
更多的是欣慰。只要有社区群众的
认可，街道党工委的关爱，就会坚
定我扎根在这方“泥土”的决心。
我骄傲，我是一名小小网格长。

我骄傲，我是一名小小网格长

特约记者 胡黛虹 通讯员 郑喜月

本报讯 孩子爸爸因为赌博被
抓了，尴尬的是，孩子妈妈正好回
老家了，还在幼儿园的 3岁小朋友
该怎么办？西周派出所就碰到了这
样的“难题”。民警也给出了自己的
“答案”：处罚归处罚，孩子先由我
们来带……

10月 9日下午，西周派出所
抓获了 4名赌博嫌疑人。在审讯
中，有一名嫌疑人突然表示，他儿

子还在幼儿园，马上就要放学了，

恐怕无人能接送，因为他妻子刚好
回了老家。这名嫌疑人希望民警能
准许他打个电话，让朋友帮忙接送
一下。接下来事情就“麻烦”了，小

男孩被带到派出所后，接送人因有
其他事情要办，就先行离开了。这
下好了，孩子身边没有一个熟人，
又处于陌生的环境当中，害怕、闹
情绪是再正常不过了。

为了逗他开心，派出所的民警
和辅警们可忙坏了，扮鬼脸、讲故

事，还带着他玩“警察抓坏人”的游

戏———孩子当“警察”，民警和辅警
则扮演“坏人”。饭点时间，民警又
带着孩子去吃饭，却发现他尿裤子
了。派出所内可没有准备孩子换洗
的衣物，怎么办呢，只能上街买条
新的先顶上。饭后，孩子爸爸的朋
友还是没有赶回来。其间，民警发
现孩子有发热的迹象，立即安排专
门人员陪护并定时给他量体温。

在值班室内，“大哥哥”“大姐
姐”们陪着孩子一起看起了动画

片，并且还一起讨论片中角色。最

终，原本情绪低落的孩子逐渐活泼
起来，童言稚语，令人不禁温暖一
笑。

后来，西周派出所考虑到孩子
的家庭实际情况，经上级批准，决
定对孩子爸爸的行政处罚暂缓执
行。也就是说，当晚他就可离开派
出所回家，解决好孩子的生活问题
后再来接受处罚。离开前，男孩父
亲对民警及辅警连声感谢，并对自
己的赌博行为懊悔不已。

男子赌博被抓，三岁儿子无人管
民警：处罚归处罚，孩子我们带

记者 张霞

本报讯 公务用车若有闯红
灯，随意变道开“霸王”车、“斗气”
车、“ 特权”车等行为，被群众举报
或媒体曝光后，其单位与个人要被
从严处理了。10月 9 日，县委办、
县府办印发的《象山县公务用车文
明出行实施方案的通知》对公务用
车驾驶行为作了明确规定，以发挥
公务用车文明出行引领示范作用。
《通知》规定，公务车行车期

间，驾驶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交通规
则，坚决做到“一安、二严、三勤、四
慢、五掌握”（一安，牢固树立“安全
第一”的思想；二严，严格遵守操作
规程和交通规则；三勤，脑勤、眼
勤、手勤；四慢，情况不明要慢，视
线不良要慢，起步、停车要慢，通过
交叉路口、狭路、弯路、人行道、人

多繁杂地段要慢；五掌握，掌握车
辆技术状况、行人动态、行区路面
变化、气候影响、装卸情况等）。具
体做到十条：不闯红灯；不乱停乱
放；驾驶车辆时系好安全带；斑马
线前礼让行人；红灯不越线，黄灯
不抢行 ；不随意变道，不挤不塞；
不滥用远光灯；不乱鸣喇叭；不向
车外吐痰和抛撒杂物；驾驶车辆时
不以手持方式使用手机行为。

据悉，公务用车文明出行列入
文明城市创建考核。县公安局将不
定期对公务用车违章情况进行统
计，统计结果交由县文明办，县文
明办将根据县公安局收集公务用
车违章信息，对车辆违规情况适时
予以通报。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顶风违纪违规的，特别是被群众举
报、媒体曝光等造成恶劣影响的单
位和个人，将按照规定从严处理。

“霸王”车、“斗气”车、“ 特权”车开不得

文明出行礼让守序
公务用车要先行了

● 重阳节来临之际，县妇联妇
女儿童活动中心的志愿者来到墙头
镇，慰问该镇老妇女主任，并和老人
们一起欢度佳节。

自今年 4月份开始，县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已先后在茅洋乡、墙头
镇、爵溪街道、大徐镇、丹东街道和
丹西街道，开展了老妇女主任关爱
项目的相关活动。

（记者 何飞燕
通讯员 周海珍 周于莘）

● 10 月 8 日是我国第 21个

“全国高血压日”。当天，新桥镇卫
生院的医务人员来到新桥敬老院开
展义诊活动，并向老人们宣传防治
高血压的知识。

（记者 洪笑然 通讯员 史卉）
● 10月 10日是“世界精神卫

生日”。当天，东陈乡卫生院开展以
“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为主题
的宣传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健
康手册等形式，进一步增强村民对
精神疾病的认知。

（记者 胡凯 通讯员 钟华祎）

简 讯

重磅！“社银合作”项目可以全面开办了！
象山县人力社保局、象山农信联社“社银合作”项目助力

“最多跑一次”改革，真正实现一次办、就近办、周末办。

首批社保经办事项

1
2
3
4
5
6
7
8
9

社会保险参保

登记

参保信息变更

登记

出具社会保险

信息证明

社会保险职工参保登记

个体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

记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建筑工伤单位人员参保登记

社会保险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个体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信

息变更登记（非关健信息）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信息变

更登记

参保单位查询打印社会保险信息

参保人员查询打印社会保险信息

社银合作受理网点

序号

1

2
3
4

服务网点
象山农信联社营
业部
象山农信联社丹
城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丹
东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新
城信用社

地址
象山县丹东街道靖
南大街 342号
象山县丹东街道天
安路 117 号
象山县丹东街道丹
阳路 1150—1168号
象山县丹西街道新
丰路 372原376号

受理时间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联系电话

65768610
65730382
65728363
65001013

序号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服务网点
象山农信联社石
浦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大
徐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定
塘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东
陈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高
塘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鹤
浦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黄
避岙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爵
溪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茅
洋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起
春分社
象山农信联社墙
头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泗
洲头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涂
茨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西

周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贤
庠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晓
塘信用社
象山农信联社新
桥信用社

地址
象山县石浦镇金山
路 122号
象山县大徐镇东昭
路 102号
象山县定塘镇元亨
路101 号
象山县东陈乡新建路与

沙岗东路交叉口西南角

象山县高塘岛乡江
北村龙泉路 172 号
象山县鹤浦镇沿河
路 1号
象山县黄避岙乡龙
屿村
象山县爵溪街道镇
前街 1号
象山县茅洋乡溪口

村和谐路 36-1 号
象山县丹西街道天
安路 926号
象山县墙头镇墙头
村杏花东路 1号
象山县泗洲头镇泗
洲头村
象山县涂茨镇金鸡
路 219号
象山县西周镇西瀛
大街北端
象山县贤庠镇泰和

路 17号
象山县晓塘乡美礁碶村

晓城故事 1号楼 8原11
象山县新桥镇南坪

路 10号

受理时间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联系电话

65982267
65623930
65910030
65800051
65044368
65010024
65670019
65601676
65900037
65714372
65810028
65890025
65680025
65836490
65640066
65925003
65880026

声

明

荫象山县 石浦美购 副食 品店
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321003470101，声明作废。
荫许根勇 遗失浙江 省医 疗门

诊 收 费 票 据 ， 号 码 ：3448963364、
3445496590、3449034051、3448963438
等 10 张票据，声明作废。

街面屋出租
坐落于丹城靖南大街 149-3号（新丰路

与靖南大街交界处，原翔翔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二间 96平方米朝南街面屋无转让费出
租，月租金 6250元。

电话：13957411688

招聘：天空房产中介招聘中介业务员，大专以上学
历，有经理人资格证者优先，基本工资 2500 元 +提
成，每周休一天。电话：13586920313 鲍先生。
收发电机和压铸机等设备：铝压铸机、压
机、冲床、车床、变压器、铣床、数控加工中心等设
备回收，现金、高效、诚信 13588608700 （永康）牟。
厂房出售：丹 城 滨 海 工 业 园 区 厂 房 出 售 ，土 地
13 亩，厂房 3 层建 筑面 积 11000 平 方 米，其 中
8000 平 方 米 已 出 租 ， 有 意 者 面 谈 。 电 话 ：
13586711595。
厂房转让：位 于 涂 茨 镇 厂 房 转 让 ，2000 平 方
米，土地面 积约 20 亩，工业用 地，价 格面谈。电
话：18042077697 何先生。
商务、公务、旅游包车：象山客运中心，6 座、16 座、
19 座、38 座、46 座、54 座、60座、70 座。电话：66928888
13732136971。

电子警察启用公告
为规范行车秩序，缓解交通拥堵，促进市民文明出行，象山县

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根据实际道路情况，决定自 2018年 10月
20日起在以下路口对机动车违反信号灯通行、不按导向行驶、逆
向行驶、违反禁止标线及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一、路口违法抓拍
1. 金山路与曙光路 2. 金山路与海宁路
3. 金山路与天门路 4. 金山路与大庆路
5. 金山路与建业路 6. 金山路与玉泉路
7. 金山路与渔港南路 8. 金山路与荔港路
9. 茅石线与盐三线（晓塘） 10. 丹河路与丹大线
11. 丹河路与丰饶路
二、违停抓拍设备
1. 元亨路与浮礁路（定塘）
2. 元亨路与兴定路（定塘）
3. 兴定路与华塘路（定塘）

象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8年 10月 10日

大烤青蟹尧红蒸白鳊尧盐水
杂螺尧鲜烫海子尧盐焗对虾尧葱油
泥螺噎噎近日袁在黄避岙乡塔头
旺村的渔家千人宴上袁20余个香
醇鲜美的渔家特色菜品轮番上
桌袁不断挑动着各方吃客的味蕾
神经遥

野今天的渔家宴真是来值了袁
海鲜量足味道好袁 不枉我早早地
预定了位置遥 冶和朋友组团前来的
陈女士说遥 据了解袁此次西沪渔家
千人宴开席近百桌袁 每桌定价为
700元袁透骨新鲜的饕餮大餐赢得
了吃客们的一致点赞遥

（记者 郑勤 黄美珍
通讯员 周洁）

千人共享
渔家宴

mailto:xswzw00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