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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娜 鲍婷婷 蔡
梦珠 见习记者 石海彤 通讯员
倪馨怡 陆婧楠 沈新娜 宓伊沛
郑瑶

连日来，百丈街道、东柳街道、
下应街道、东胜街道、白鹤街道通
过召开党工委会议、机关干部集中
学习、主题活动宣讲等多种形式，
传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
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大家
纷纷表示，要以学习宣传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动力，深刻领会新时代新
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坚定
信心、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以只争
朝夕的精神状态和攻坚克难的奋
斗姿态投入到各项工作中，一步一
个脚印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美好
蓝图变为现实。

百丈街道组织开展党的二十
大精神专题学习会，结合市、区重
点工作安排研究贯彻落实方案，将
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
坚持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工作落实
和发展成效上。该街道紧紧围绕

“海丝商埠发源地·未来都市核心
区”的目标定位，锚定“三大高地”，
建设“六大百丈”，锻造“五硬铁
军”，通过实施“三六五”行动，落实

“经济转型赋能、项目建设争速、城
市更新提质、平安治理优化、作风

建设领航”五大专项任务。重点围
绕区委“七创争先”、“双十”指标，
靶向发力，冲刺四季度，确保全年
红。深入推进民生共富工程，以划
船未来社区建设为契机，系统谋划

“一统三化九场景”，以群众“关键
小事”为切入点，探索一批“小切口
大场景”试点，不断提高公共服务
的均衡性、优质度。未来，百丈街
道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以“四百”新时代百丈精神展示
基层担当，全力以赴打造首善之区

“窗口街道”。
东柳街道党工委召开专题会

议动员部署，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连续举办“书记开
讲了”主题课堂，讲初心情怀、讲担
当奉献、讲思路谋划、讲经验做法，
带领全体干部群众学深悟透、实干
笃行，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全
力打造“主城区幸福生活典范街
道”。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以自我革命的气魄加快全
域城市更新步伐，把握专项债契机
激发城市发展活力，不断推进优居
改造提升、地块开发利用和公共空
间赋能，聚焦“一老一小”民生幸福
优化普惠公共服务，持续增强辖区
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坚持“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重大要求，“咬定青山不放松”连续
作战，坚决打赢本地疫情防控阻击

战；紧盯关键指标冲刺年度任务，
全力实现经济发展稳进提质、争先
进位；全方位梳理消除“除险保安”
风险隐患，努力实现社会面长治久
安。用“幸福东柳”高分答卷，为

“首善鄞州”增光添彩。
下应街道党工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就党的二十大相关精神进行
专题学习，并将党的二十大精神
与街道当前实际工作紧密结合，
奋力冲刺全年红。该街道将狠抓
经济不松劲，落实重点企业精准
帮扶，帮助企业创新转型发展，并
加大招大引强力度，打造“小巨
人”产业园，发展总部型楼宇经
济，并加强除险保安工作。针对
洋江B地块、美康生命健康产业
园、开市客等重大项目建设进度，
优化时序、靠前服务。同时，做好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
育、未来产业谋篇布局，谋划、招
引、储备一批优质项目。此外，以

“湾底嘱托”20周年为契机，下应
街道在区委组织部、宣传部的牵
头帮助下，正积极谋划湾底村的
整体发展，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
法，努力创设新思路、新解法，推
动湾底实现新的跨越发展，走好
共同富裕蝶变路。

东胜街道组织召开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会议，聚焦“六学
六强六攀高”，在全街道迅速掀起
学习宣传实践热潮。全面强化理
论学习，引领分层分众学深悟透，
通过领导专题学、广泛组织学、青
年踊跃学等形式，吃透精神实质，

把握核心要义。与此同时，该街道
集中开展特色宣讲，引领理论成果
深入人心，发动“老书记宣讲团”

“创客青年说”等基层宣讲队伍，用
好“惇叙直播间”“党员加油站”等
宣讲载体，身体力行把党的二十大
精神讲清楚、讲明白。街道上下奋
进攀高，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
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党
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到街道经济社
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魅力东胜”
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全力奋进
赶考、交出满意答卷。

白鹤街道掀起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通过专
题学习、专题宣讲、宣传教育、专题
实践等方式，进一步锚定“未来样
板、现代气质、共富典范”都市宜居
理想之城的目标定位，鼓足干劲、
勇毅笃行。该街道将坚持用党的
二十大精神来指导和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争创未来
社区共富样板，推进白鹤未来社区
试点创建项目；聚焦产业经济共
荣，做高航运物流业产业链、做优
建筑业产业链、做强新经济；聚力
城市空间共兴，通过艺术赋能、文
化挖潜，实施“艺术振兴式”老旧小
区改造；着眼基层治理共享，推行
城市隙地开发利用“众行鹂西”创
新模式，构建公益与商业互哺生态
圈；联动区域党建共建，激活“吾治
吾家”共治内驱力、“众治成城”共
治外牵力、“艺治新生”共治感染
力、“数字智治”共治创造力，强化
党建支撑。

凝心聚力共奋进 满怀激情启新程
——百丈东柳下应东胜白鹤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记者 鲍婷婷 李娜 夏
娟 见习记者 石海彤 通讯员 陆婧
楠 褚燕玲 宓伊沛 李雨洁

当前，全市疫情防控形势依旧
复杂严峻。鄞州区紧盯重要关口，
从严从紧、从细从实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切实守好“小门”，筑牢防疫

“大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昨天，本报记者分多路赴
菜市场、商场、园区、工地、小区等
重点场所，查看“守小门”落实情
况。

在东海菜市场门口，一块贴有
健康码、行程码的标识牌被摆放在

大门显眼位置，门口喇叭正循环播
放着防疫温馨提示，买菜的市民在
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扫码、测温
入场。遇到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
人，工作人员则通过反向扫码或“防
疫管家”设备查验核酸检测结果。

菜市场工作人员王银洁告诉
记者，东海菜市场实行“单进单
出”，进出不交汇，降低感染风险。
针对经营户从业人员，市场严格落
实“三步查验+1米间隔”，查看健
康码、行程码，测量体温、询问旅居
史，同时在菜市场内设置点位提供
核酸检测采样服务，并向摊主发放
防疫物资。

记者来到位于福明街道的阪急
商场，1号门入口处放置了一台热
成像人体测温仪。“如果发现有体温
异常人员，测温仪就会进行语音提
示。”负责防疫检查的门岗人员介
绍，热成像人体测温仪比普通的自
动测温仪更加方便快捷，体温异常
人员进入时能够被及时发现。为集
中力量守好商场每一道“小门”，阪
急商业物业部每天安排专人为所有
门岗和安保人员进行防疫培训，严
格落实防疫措施。

东胜街道集盒园区商铺众多，
为进一步守牢园区“小门”，王家社
区会同园区巩固落实“一日一小
巡，三日一大巡”的常态化巡查机
制，对园区内30余家餐饮、家居等
沿街商铺、集装箱商铺进行巡回动
态排查。目前，集盒园区仅开放一
个人行出入口和一个车辆出入口，
均安排安保人员落实测温、扫码、

验码等防疫环节，同时做好定期消
杀，维护安全、安心的营商消费环
境。

在宁丰片区滨河鸣翠在建工
地，东郊街道为保证工人在防疫要
求下就近做好核酸检测，联同社区
开设了核酸检测采样点，并与工地
负责人做好工人核酸检测通知，维
护检测采样秩序。记者了解到，东
郊街道5个在建工地严格遵循防疫
政策，凡是进入工地的人员均须做
好扫码登记等日常工作。

在东柳街道中兴社区，物业工
作人员化身“小区卫士”，严格落实
进出人员逢进必扫、逢扫必验等相
关防疫举措，遇到进入车辆上前进
行询问并要求扫码。党员干部、居
民骨干等也组建起防疫志愿者队
伍，由社工带队包干微网格，实施

“守小门”轮班制度，形成了上下联
动、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筑牢疫情防控
坚固防线

起来起来紧
起来起来严

起来起来快

各地守好“小门”筑牢防疫“大门”

本报讯 （记者 鲍婷婷 通讯
员 顾一伟）昨天，在咸祥镇南渔公
社红美人基地，记者看到，18亩“红
美人”柑橘进入盛果期，迎来高甜时
刻。1500株果树排列有序，圆润饱
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淡淡橘香沁人
心脾，采摘人员穿梭在橘林里，忙着
掐尖、摘果，估计今年产量可达1.2
万公斤以上。

“红美人”橘橙又称“爱媛28”，
是从日本引进的橘橙类杂交品种，
被称为柑橘中的“爱马仕”。基地负
责人曹海曙现场剥开一个“红美
人”，用手轻轻一捏，黄澄澄的果汁
就直往外冒，“入口即化，柔软无渣，
汁多味甜，口感要比传统的柑橘好很
多。”他现场进行了糖度测量，一只
13.8度，一只15.6度，属于优质果。

曹海曙告诉记者，咸祥有独特
的优势，海边盐碱地土壤土质相对
松散，种植出来的果树根系比较发
达，容易吸收各种养分，水果确实会
比别的地方鲜甜，再过一周，“红美
人”糖度将普遍超过15度。

“‘红美人’特性娇贵，怕冷怕
涝，要出好的品质，就要搭建标准连
栋大棚。”曹海曙说，从引进种植到
现在已有5年多时间，他不断完善
种植技术。“我们让‘红美人’住进了
大棚，并采用现代化全自动滴灌系
统，既节省了人力，又不用‘看天吃
饭’，安稳度过今年夏季干旱，自然
吸取水分、养分，生长更健康。”

今年，南渔公社“红美人”基地

给“红美人”添加了一种特别的肥
料——奶粉。“整片果园用了1吨左
右的奶粉，成本增加了近2万元，但
用奶粉做肥料可以补充钙、氮、钾等
微量元素，增加了‘营养’，有效提升
了果子的糖度。”曹海曙说。

“红美人”无籽无渣，口感酷似
果冻，口味香甜爽口，受到不少消费

者的喜爱。前来南渔公社采摘的游
客不少，“红美人”销量也很喜人，特
别是礼盒装远销北京、西藏等地，上
周末两天时间，销量超过1000公
斤。为了更好地推广“红美人”，基
地推出了19.9元采摘活动，并在基
地开辟了露营空间，邀请小友友大
提琴社团驻场演奏，让前来采摘的

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南渔公社‘红美人’即将在鲜

2°电商平台开售，咸祥将以‘基地
带动+品牌运营+文化赋能+融合
发展’思路，依托鲜2°品牌，持续
加大宣传和销售力度，推动咸祥美
丽经济迭代升级。”咸祥镇农业相关
负责人张肖荣说。

咸祥“红美人”迎来高甜时刻

基地工作人员正在采摘“红美人”。 记者 鲍婷婷 摄

本报讯（记者 吴海霞 通讯
员 蔡燕）“真香”“太南了”……配
着接地气的台词，Q版王应麟和

“宋人四雅”的萌萌画面，穿越时空
而来。前天，“鄞州宋韵”表情包一
发布，迅速在微信圈中红起来。

作为“海丝宋韵起源地”和“明
州宋风源流地”，鄞州宋韵文化底
蕴深厚，不仅有王安石、王应麟等
文化名人，也有南宋石刻公园等历
史古迹。“鄞州宋韵”表情包，用可
可爱爱的画风，传达典雅的宋式美
学，致敬宋韵千年风华。

此次发布的“鄞州宋韵”表情
包共两组，每组16个表情，分别选
取南宋大儒王应麟和南宋石刻代
表“文臣武将”两个宋韵 IP为原
型。

宋韵鄞州，书香悠远。王应麟
著有《困学纪闻》《著书帖》等经典
作品，其中他创作的《三字经》，劝
学育人，朗朗上口。“人之初，性本
善……”Q版王应麟在表情包中，
与他的作品互动，搭配“记下了”

“好好学习”“让我看看”等幽默风
趣的日常语言，让表情包洋溢着书
香，也让王应麟形象贴近生活，让
宋韵文化走近日常。

“文臣武将”作为南宋石刻公
园的代表石刻形象，其造型和技法
细腻多样，粗中见细，刚中带柔，让
人一睹宋代石刻造型的风采。表
情包里的这对“文臣武将”黄金组
合，戏份十足：展示宋代“四雅”点
茶、焚香、插花、挂画，体验宋朝多样
化的市民活动；抖空竹、投壶、蹴鞠
等，搭配“轮到你了”“真香”“格局要
大”等台词，萌萌的形象，让宋代市
井生活在网络时代“活”了过来。

各种“反差萌”的动态跨越千
年，展现别样意趣。无论是念着
《三字经》的王应麟，还是线条浑厚
的南宋石刻，“活”在表情包里的他
们，已不是遥远的历史印记，而是
穿越时空，带着历史的温度，在现
代表现着他们的美，这或许就是

“鄞州宋韵”表情包一发布就迅速
走红的原因吧！

洋溢悠远书香和生活意趣

可爱的“鄞州宋韵”表情包来了

表情包发布现场。 见习记者 程宇洋 摄

本报讯（记者 卢霞 通讯员
仇丹妮 吴晓莹）“有了这条通勤
线，出了小区就可以坐上接驳公交
车，再也不用地铁换乘，出行真是
方便多啦！”昨天一大早，家住华城
花园小区的王小姐高兴地告诉
记者。据悉，为方便市民换乘轨道
交通，自11月21日起，宁波公交集
团开通一条连接高新区和东部新
城两大区域的轨道交通接驳线，沿
途可换乘轨道交通1号线和5号
线。

该接驳通勤线规划之初，充分
考虑到了沿线小区或者商业建筑，
只要是设站条件成熟，都会将停靠
站点设置在附近，缩短市民乘客步
行距离，让乘坐公交更灵活更省心。

据王小姐介绍，之前她的日常
通勤需要转乘好多次，距离小区最
近的轨道交通5号线会展中心站
也有约900多米的路程，如今这条

接驳线开通后，大大缩短了她的通
勤时间。

那么，市民如何乘坐海晏北路
通勤线轻松方便换乘呢？

据介绍，乘坐通勤线至公交海
晏北路民安东路口下车后，步行大
约200米就可以到达民安东路地
铁站E出口；至轨道海晏北路公交
站下车后，步行170米就可以到达
海晏北路地铁站A出口；至海晏
北路（文化广场北）公交站下车后，
步行140米就可以到达海晏北路
地铁站A出口；到轨道海晏北路
公交站下车后，步行50米就可以
到达海晏北路地铁站B出口。

该接驳线在法定工作日早晚
高峰时段运营，早高峰运营时间为
7时30分至8时30分，晚高峰运
营时间为 17时 30分至 18时 30
分，平均发车间隔为20分钟，票价
2元，IC卡通用。

连接高新区和东部新城两大区域

这条地铁接驳
公交通勤线反响好

本报讯（记者 卢霞 通讯员
傅匡宇）昨天下午，记者从中河街
道盛世天城二期小区业主群中获
悉，大家一直关心的荆经理，经抢
救无效，于当日上午离世了。为延
续荆楼生前热心助人的精神，他的
家人强忍悲痛为其办理了眼角膜
捐献手续，捐献了他的两片珍贵的
眼角膜，把光明留给了他人，把大
爱留在了鄞州。

本报21日曾刊登《小区物业
经理遇车祸 业主自发捐款献爱
心》一文，报道了盛世天城二期业
主们得知物业经理荆楼突遇车祸
需要大笔治疗费用，纷纷捐款帮助
这位敬业的物业经理渡难关的新
闻，短短几天时间，爱心款多达15

万余元。
就在昨天上午，还有居民主动

要求捐款，当得知荆经理已经离世
的消息后，那位居民还是表示愿意
继续捐款给他的家人。

在盛世天城二期小区物业经
理岗位6年来，荆楼始终如一，兢
兢业业，连年出色完成物业管理的
各项工作任务。他将自己的手机
号向全体业主开放，24小时开机，
时刻准备为居民排忧解难，多年的
付出，他也在居民中赢得了小区

“好管家”“业主贴心人”的口碑。
得知荆经理离世的消息，业主

们纷纷表示哀悼，“这个消息实在
难以接受，愿另一个世界无疾无
痛”“听到这个消息太难受了，荆经
理一路走好”……

命运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
歌。荆楼家属为其捐献眼角膜，将
光明和希望在他人生命中延续的
大爱之举也让人动容。

新闻新闻暖暖

■《小区物业经理遇车祸 业主自发捐款献爱心》后续

离世的荆经理
把光明留在了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