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黄 玎
通讯员 金雪微

本报讯 近日，丹西街道
北路社区“快乐谷”假日学校
社区文化礼堂开班（如图），
这是北路社区假日学校开办
的第 5个年头。

据了解，今年北路社区
“快乐谷”假日学校课程为

期一个月，将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国学经典教育为主
题，牵手社会组织象山传统
文化促进会开启假日学校
模式，课程以“拥抱经典、传
承经典”为主题，开展国学
弟子规特色教育；同时开设
道德教育、心理辅导、艺术
培训、手工技艺、科普知识、
法律宣传等素质特色教育

课程。
近年来，北路社区借助

社区的力量，充分利用社区
文化活动场所，社区附近活
动资源，开辟假日学校阵
地，同时，充分挖掘社会组
织资源，以就近就便原则，
按照 1+X模式，建立起社区
+ 志愿者 + 社会组织结对
办学的模式。

记者 胡凯 通讯员 黄琴

本报讯 近日，丹东街道组
织开展社区党组织负责人“润
物无声”工程活动。辖区各社区
负责人，围绕“红色引领，我示范
我带头”主题，参观塔山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聆听专题党课，并
就如何抓好基层党建、引领推进
社区各项工作进行学习交流。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党的
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织基
础。近年来，丹东街道立足“党
建核心引领、多元共治共享”的
发展理念，着力推动工作资源
向城市基层下沉，推进社区党
建、行业党建、单位党建互联互
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效
应不断凸显，各层级同频共振、
各方面同向发力的基层治理新
兴格局初步形成。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
而制。”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
新，是大变革时代基层治理方
式与时俱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丹东街道全面树立城市大党建
理念，以街道党工委为龙头，建
立街道“大工委”和社区“大党
委”制度，整合社区、学校、商
贸、企业等基层党组织，统一纳
入片区联建，形成双向服务、共
驻共建的良性机制，并于每月
召开区域党建工作联席会议，
聚焦社区党的建设、城市管理
服务、凝聚居民群众、化解社
会矛盾、推动民生实事等问
题，共商推进之策，切实将城
市基层党建“社区抓”为“大家
抓”。成立社区建设管理办公
室和小区物业管理站，社区同
步建立社区书记、主任“一肩

挑”制度，打造专业化社工干
部队伍，实施“领头雁”工程和
“职业社工”培育计划，不断增
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创造力
与战斗力。同时，以网格化治
理为基础，推进“双网融合”工
作模式，实现社会保障、社会
救助、卫生医疗、文化教育等
39项基本公共服务“一站式”
受理和全程代理服务。

聚焦品牌打造，激活红色
引擎。丹东街道按照“六有”标
准，明确各社区统一配备党群
服务中心，下设邻里驿站、党员
活动室、道德讲堂等活动阵地，
激发基层治理内生动力，推动

标准化红色阵地实现社区全覆
盖。顺应“区域统筹、行业引领、
两新融合、街社兜底”的党建带
群建“区域化组建模式”，专门
成立社会组织孵化园，建立资

源整合、机制联动、一线覆盖的
“大群团”组织体系，有效助推
群团组织回归和重塑联系服务
群众功能，充分实现党群有机
互动。目前“巾帼文明岗”“小候
鸟”“城市青年巢”、群团工作服
务站等群团组织已实现全覆
盖，并形成塔山“好公益”、梅园
“和文化”、新华“乐 +家”居家
养老服务、丹河“亲文化”、社区
“银辉”党建等 10个特色品牌，
引领全域特色创建。

此外，丹东街道以提升居
民生活幸福感为目标，围绕“打
牢自治‘基线’、夯实法治‘底
线’、追求德治‘高线’”，打造塔

山社区“党群心语社”、新华社
区“580（我帮你）说事室”、丹峰
社区“和好屋”等多个“居民说
事”自治平台，累计开展居民说
事 212次，受理居民反映问题

326件，满意率 96%以上，化解
违规停车、噪音扰民、河道污染
等难题 130余起，出台“邻里守
则”“环境保护”等社区公约。扎
实推进“三社联动”，有效挖掘
和发挥社区各类资源，立项县
级公益创投项目 8个，组建社
会组织 200个、志愿者队伍 60
余支，形成“五小五大”孙茂芳
式党员志愿者服务、“向阳花
开”“野百合的春天”关爱服务
等系列服务品牌 30余个，累计
提供应急救援、纠纷化解、培训
教育等各类服务 6200余次，满
足居民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
求。同时，围绕“迎亚运、城市双

修”发展主题，积极引领辖区内
各类党组织和党员群众，全面
参与街道中心工作、重点工作，
努力把服务发展大局作为党员
建功立业的最大实践。

立足共治共享 致力共振双赢

丹东：区域化党建共创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

传统国学“护苗”成长

北路社区假日学校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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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胡 凯
通讯员 宋贝贝 杨丹妮

本报讯 日前，丹东街
道组织慰问辖区“最美退役
军人”吴爱文、陈绍雷，聆听
他们的感人事迹，从高尚的
品质、坚毅的精神中汲取精
神力量，扬帆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

据了解，吴爱文于 1951
年入伍，曾在华东军区防空部
队对空监视二四二团三连，立

三等功一次。1956年退伍后，
在象山从事德育工作，多次被
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他还提
议创建了象山革命烈士纪念
网，先后为十几位烈士写小
传。陈绍雷于 1978年入伍。退
伍后做过工人，还自办企业。
他身为县抗癌康复协会会长，
走访慰问、募集善款，每年向
贫困癌友捐助达 2万余元，实
现全县 18个镇乡（街道）康复
组织全覆盖，先后被评为最美
象山人、宁波好人、浙江好人、

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今年 8
月 2 日，我县首届“最美退役
军人”发布仪式举行，吴爱文
和陈绍雷荣膺县首届“最美退
役军人”称号并受表彰。

丹东街道将继续重视拥
军优属工作，通过深入走访，
认真落实退役军人安置政策，
用心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发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进
一步密切党政军关系，让退役
军人及军人军属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关心关爱。

丹东街道慰问“最美退役军人”

记 者 胡凯
通讯员 杨丹妮 张磊

本报讯 七夕才过，台风
“利奇马”不请自来，给王海
珂、翁旦这对“社工夫妻档”
着实送了一份“大礼”。

王海珂是丹东街道欢乐社
区书记、主任，妻子翁旦是金
秋社区的工作人员。面对“利
奇马”的“叨扰”，夫妻俩将
1 岁半的儿女交给老人照顾，
便一头扎进了防台工作。欢乐
社区虽是丹东“新成员”，现
有居民已逾万人，其中多数是
低保户、老人、残疾人等弱势
群体，且社区基础设施薄弱，
地下车库、路面、河道巡逻工
作全靠仅有的 4个工作人员硬

扛。与丈夫的工作环境相比，
翁旦不遑多让。位于老城区的
金秋社区，处于低洼地带，老
旧房屋多，是街道防台工作的
重点区域，塔山路更是每年台
风要“照顾的对象”。

为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夫
妻俩积极应对，迎接这份“大
礼”。王珂每 20分钟，就会出
门巡查一次，发现行道树倒伏
砸坏车辆、电力故障等事故时，
他总是冲在最前；都说“巾帼
不让须眉”，翁旦从 9日 8点开
始，就忙碌于低洼地带人员转
移、危房隐患排查、安置点物
资准备等防台工作，无暇抽身
回家看一眼儿女。面对来势汹
汹的“利奇马”，这对“社工夫
妻档”的心中装着全是群众。

丹东社工夫妻档的
台风“七夕礼”

记 者 黄 玎
通讯员 叶巧巧

本报讯 近日，丹西街道
瑶琳社区开展“孙茂芳储爱超
市”志愿服务活动。在金港花
园小广场，瑶琳社区通过设摊
形式，为小区里的市民们提供
了法律咨询、血糖血压检测、
磨（剪）刀、垃圾分类宣传等
10余项志愿服务位。

活动现场，一个个服务摊
位呈一字型排开，志愿者们热
情地服务着每一位前来参加活
动的市民。在磨刀摊位上，师
傅使出精湛的手艺，正在熟练

地磨剪刀，周边围着许多市
民，等候着拿剪刀。另一旁的
理发师傅则一手拿着剪刀，一
手拿着梳子，认真地为每一位
老人理发，没几分钟一个清凉
的发型就理好了。“真方便！

想要理发、磨菜刀、补鞋子都
可以直接来这里。”路边的志
愿服务摊位排了很长的队伍，
等候的市民纷纷为这里的志愿
服务点赞！

活动后，志愿者们纷纷表
示，身穿“红马甲”在炎炎夏
日里显得格外的耀眼，尽自己
微薄之力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非常有意义。

瑶琳社区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记者 黄玎 通讯员 金雪微

本报讯 近日，丹西街道组织两新组织党
支部赴东陈乡参观陈汉章故居（如图），学习
陈汉章先生生平事迹，接受红色教育。

陈汉章(1864—1938)，出生于象山东陈村
的书香之家，自幼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少年
时的陈汉章就“喜读书，异于常儿”，年轻时的
陈汉章就清醒地意识到“空疏之人不足为国
家用”。于是狠下决心，发奋学习，尽取汉唐以
来文坛先贤的经典著述刻苦研读，由此打下
了深厚坚实的国学功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
位声望卓著的大学者。

陈汉章故居位于东陈乡东陈村，由学圃
堂、缀学堂、老上门等多个院落组成。故居主
体建筑以楼房为主，设轩廊置卷棚顶，造作讲
究、体现了书香门第人家在建筑上的文化艺
术意境。现故居保存基本完整。

党员们参观了陈汉章故居的基本陈列展
厅和专题展厅，通过听取讲解，观看珍贵文物
资料、历史图文等，对陈汉章先生的事迹有了
更为清晰的了解。

“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陈汉章先生勤奋
刻苦研读的身影。”“故居雕饰玲珑精致，风格
优雅别致，不愧是书香门第。”参观后大家纷
纷感概，陈老先生的家训治家格言也是现代
每个家庭永不过时的经典。

图为参观现场。

两新组织党支部
参观陈汉章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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