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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维海在全区主要经济部门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提振精气神 争创开门红
本报讯 （记者徐镇员 卓松

磊） 昨日上午，全区主要经济部
门工作座谈会举行，分析研判当
前经济形势，部署下阶段工作，
动员全区上下振奋精神，努力推
动全区经济实现全年红。区委书

记薛维海主持并讲话。区领导魏
祖民、胡祖友、俞泉云、王巍、
林伟明、包志安、俞耀根参加。

薛维海在会上指出，当前宏
观经济形势之严峻、经济下行压

力之大、发展过程中困难之多，
近年少有，但机遇大于挑战、希
望大于困难。镇海拥有良好的产

业基础和区位优势，各类创新平

台支撑作用不断显现，高端人才
和科技项目聚集效应明显，特别
是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全域城
市化等诸多方面，为培育增长新
动力创造了巨大机遇。全区上下

要提振精气神，凝心聚力谋发展，
早干快干求实效，全力以赴抓落
实，争创首季开门红，为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打下扎实基础。

薛维海强调，新常态催生新

动力，新常态更需新作为，全区
要以更强大的创新动力、更有效
的转型升级、更优质的发展环境，

积极推动经济提档换速，努力使

经济在新常态中迈上新台阶。要
积极融入港口经济圈，充分利用
各种资源，发挥物联网、电商等
产业优势，提升传统产业推动新
发展；坚持打造创新驱动强大引

擎，有效激发发展活力，推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科技含
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的新兴产业；各级各部门要强化
服务意识，树立担当精神，以更

扎实的举措、更务实的作风，为
企业提供更优质的发展环境，推
动我区经济发展继续走在前列。

区委副书记、区长魏祖民就下

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他强调，要
精准发力，确保经济健康稳定运
行。开展“大走访”，鼓舞发展信
心，做到“有事必到，有难必帮，
有情必支，有求必应”；开展“大

帮扶”，稳定发展决心，着力健全
“两项机制”，推进“四项帮扶”；
开展“大招商”，增强发展后劲，
加强平台招商，开展“以商引商”，
抓好“二次招商”；攻坚关键项目，

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扎实储备一批重大项目，促进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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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学雷锋志愿活动在全区各地如火如荼开

展，服务为民的志愿者们把“厚德镇海”的正能量
传递到各个角落，让市民们感受到温暖。

近年来，我区积极探索将志愿服务与群众的生
活需求、志愿者的发展需求、社会管理的创新要求
有效对接，通过制度建设和实践创新，建立健全组

织体系，夯实基层基础，强化工作保障，使全区志
愿服务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2007年区志愿者协会、志愿者指导中心成立。
八年来，全区志愿服务总队达31支，志愿服务分队
450余支，登记注册志愿者人数达3万余人。如此庞

大的群体，怎样完善相关体系成了志愿服务活动能
否长远发展的关键。

2008年起，我区建立从登记注册、制度管理到
评选表彰的完善的志愿服务管理体系，并制定 《志
愿者协会章程》 《志愿者服务管理办法》 《志愿者

登记注册制度实施细则》 等制度，确保全区志愿事
业规范有序发展。此外，志愿服务时间认证，志愿
者星级评定和优秀志愿者 （组织） 评选制度等措施
的推行，极大鼓励了志愿者服务积极性和主动性。

去年，我区3万余名志愿者 （包括慈善义工）

在全市率先收获了一份 “区域全体志愿者保险”。
“虽然是一份小保险，但能感受到政府的重视，这
对我们将来更多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供了保
障。”一位志愿者说道。

日前，记者来到新启用的志愿者服务中心暨区

社会组织公益服务中心，整洁的环境，简约的装
修，大厅内放置了辖区各个志愿服务团队的简介及
开展活动时的留影。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志愿服
务队伍在中心内均设有办公室点，大家定期召开志
愿活动会议，并不定期开展工作交流会，促进志愿
活动良好发展。

我区还积极引导志愿服务团队参与社会管理的创新工作，制订出台了
《镇海区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实施方案》，探索引导志愿服务团队在参与社
区管理、协调社会融合、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作用。

由一批热心环保事业市民组建的“绿丝带”环保志愿者总队，志愿者依
据特长，各司其职，开展环保科普宣传，监督企业环境行为，撰写监测记

录，发布环境信息，成为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在上下沟通、化解矛盾上
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乡志愿会”、涨鑑碶社区“老王帮帮团”等志愿者团
队积极参与新老镇海人管理服务、信访调解等工作，有效促进融洽和谐社区
人际环境的形成。

下步，我区将加大对基层志愿服务活动的指导力度，重点开发进社区志

愿服务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项目。同时，积极推动志愿服务的项目化和专
业化建设，建立资源共享的志愿服务项目媒体合作平台。“我们还将完善志
愿者培训和管理制度，强化对志愿者的综合保障和激励，推进‘厚德镇海’
建设。”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

雷锋精神不过时
□本报评论员

半个世纪以来，雷锋精神已

成为人们心目中热心公益、乐于
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善
待他人、奉献社会的代名词。这
样的精神任何时代都需要，而且
永远不会过时。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种
种原因，雷锋精神正在某些人心中
渐渐缺失，一些传统美德渐渐离我
们远去。不少人对雷锋已经淡忘，
对于雷锋精神不屑一顾。有些学雷

锋活动也流于形式，成了“过场
戏”；还有不少人对说学雷锋是傻
子，雷锋精神过时了。新时代，我们
到底该怎么“学雷锋”？

雷锋，不仅是一个人名，而

是一个时代新风的代名词、厚德
善行的好榜样。不要认为雷锋已

经离我们远去，其实，雷锋精神

仍在我们身边，并不断得到发扬。
“爱心妈妈”刘国娟、无偿捐肝救
人的林萍、最美公交女司机陈叶、
登记捐遗体的“四姐妹”、一支支
志愿者服务队……在镇海，这样

的爱心人物层出不穷，不断展示
着雷锋精神的接力与传承。

3月5日是中国青年志愿者服
务日，这也是雷锋精神与时俱进的
体现。雷锋精神永不过时，这要求

我们每个人从我做起，从本职工作
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将助人
为乐、为人民服务内化为自觉行
动，将“做好事”视作自己的社会责
任。不管是否是3月5日，当有人遇

到困难的时候，就有雷锋的关爱和
温暖来到我们身边。

百支志愿服务队共建厚德蛟川
本报讯 （记者王马飞 刘萌鸣

通讯员张亮） 昨日上午，“百支志
愿服务队”共建厚德蛟川启动仪式
暨大型广场志愿服务活动在银凤社
区广场举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王耀军出席仪式。

该街道开展“百支志愿服务
队”共建厚德蛟川活动，旨在弘扬
新时期雷锋精神，动员更多社会团
体、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投身到
志愿服务大军中来，为打造“厚德

镇海”“厚德蛟川”汇聚正能量。
蛟川街道志愿者分会以机关干

部、村 （社区） 热心居民、企业两
新志愿者组织为主，有着广泛群众
基础和鲜明地方特色，现有志愿服

务队伍50余支，志愿者千余人。街
道提出，力争在今年建成100支组织
有力、制度完善、成效显著的志愿
者队伍，同时支持和鼓励有专长的
志愿者打造志愿服务创新项目，推

进提升整体志愿服务水平，促进志

愿服务由“行政推动”向“自觉自
愿”转变，由“阶段性”向“常态
化”转变。

王耀军向前来参加活动的志愿
者表示欢迎和感谢，他希望各志愿

服务团队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广泛
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将雷锋精神的种子播撒到全区
每一个角落。也希望广大市民群众
见贤思齐，助人为乐，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积极主
动参与到“厚德镇海”“厚德蛟
川”建设中来。

同时，在广场另一侧，由区文
明办、团区委、区慈善总会和蛟川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联合主办的学
雷锋广场志愿服务活动也在火热开
展，各志愿者服务队提供测血压、
修电器、写对联、法律援助、慈善
义卖等丰富多彩的服务和活动。

“她是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好媳妇”
———记万市徐村的好儿媳刘国娟二三事

刘国娟的婆家在庄市街道万

市徐村一处叫大市堰的河边上。
刘国娟在这里前后住过近十年。
她的丈夫高依木以前是一名普通
的渔民，当年家庭条件不好。如
今的高家老屋已经翻新了，当年

那个咬牙苦干的小媳妇，如今也

成了女强人。“她是让人留下深
刻印象的好媳妇。”原大市堰自然
村党支部书记叶永利说。

当年，刘国娟从贵驷里洞桥嫁
到万市徐村大市堰自然村。高家在
村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嫁过来

后，刘国娟两口子没有私密空间，
与高家三兄弟一起挤在一个屋子

里，屋子中间仅用布帘隔开。

头两年，刘国娟跟着高依木捕
鱼，多次溺水。到了上个世纪70年
代初期，刘国娟开始创业。她在贵
驷信用社边上开了家小烟杂店。

刘国娟非常孝敬婆婆。烟杂

店开业后，婆婆住在店中帮她看
管。老人家见到熟人就会翘起大
拇指，夸媳妇如越剧 《碧玉簪》
里的李秀英那样贤惠、贴心、百
依百顺。

有段时间，刘国娟忙于进水
果、卖香烟，疏忽了丈夫，两口
子有了点矛盾。刘国娟心里存不
住事，便向婆婆求助如何解决。
婆婆说，做妻子的要温柔顺从，

正面无法解决的矛盾，可以在一

种良好的家庭氛围下巧妙化解。

刘国娟听从婆婆建议，当天
忙完生意后，给丈夫做了顿好饭
好菜。同时把心里的想法一五一
十掏出来。丈夫听完刘国娟动情

的讲述后，把心里存着的想法也
和盘托出。矛盾解决了，两口子
的心贴在了一处，刘国娟在事业
上有了个强有力的伙伴。至今，
刘国娟、高依木一直关系甚笃。

在丈夫支持下，刘国娟办好

了眼角膜捐献手续。她说，人去
世后，什么也带不去。如果能为
别人做点好事，就更值了。

去年，叶永利因编写 《万市
徐村史话》 与刘国娟联系频繁。

刘国娟事迹被编入该书中。去年

底，刘国娟没打招呼，开车带着

500只电热暖手宝来到村里，委托
老年协会工作人员分发给老人。

村里把电暖宝分给了1947年 （含）
以前出生的老人人手一只，使这
个冬天充满温暖。

叶永利很为刘国娟 自豪。
“她的事迹，我们陆陆续续有听

说。尤其是当年目睹她从如此困
难的生活条件下慢慢起步，致富
不忘根源，一直坚持做好事。令
人佩服。”叶永利说。

记者王茵

欢歌笑语庆新春，龙腾狮跃闹元宵。近日，全区举办多场庆元宵活动，魏祖民、张江华、王悦、王耀军、俞泉云、洪世弈、王兆波等区领导与全区人民一
起共庆佳节。图①为昨日招宝山街道花车大巡游现场。图②为昨日骆驼街道舞狮表演现场。图③为3月3日庄市街道元宵晚会表演现场。

（记者汤越 郑凯侠 通讯员姚单 摄）
（!更多内容详见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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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妈妈刘国娟”后续报道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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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陈饰 通讯员姚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