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 '( )*+ ,-.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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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在望，不少市民都有了假期小计划，这里有
一份安全秘籍需要您查收。

看得见的老街 留得住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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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81岁的张大娘拄着拐杖，
在徐晓童的搀扶下走进声景老街艺
术展现场，看着方蕾画的20岁时的
自己笑着说，
“ 这两个小姑娘交关
好，画得也交关赞！”
当天上午，声景老街艺术展在
庄市社区文化站开展。近一年时间
里，创作者方蕾和徐晓童分别用漫
画和声音记录的方式解读着庄市老
街的建筑、历史和人与人之间的和
谐关系。展会现场来了很多社区居
民，还有部分“画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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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兆美来了，
他是声景老街艺术
展的主人公之一。展会上展出了一幅
在庄家老宅大院里，
庄兆美和家人围
坐一起的画。看着栩栩如生的漫画，
庄兆美很感动，
“她们把庄市的老房
子画了出来又传下去，
让年轻人还能
看到老街的样子，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
大的幸福，
感谢她们！”
庄兆美是区收藏协会副会长，
多年来一直在收藏老物件，有不少
藏品。方蕾和徐晓童对庄市老街的
热忱让63岁的他起了传承老物件精
神的念头。
“我打算筹备个小小的民
族博物馆。”庄兆美说，希望能让下

I¥-²²³´B

在寻找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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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景老街艺术展的
主持人是扬炀，他是庄
采访之初，方蕾和徐晓童见着
市街道文化站副站长， 人就聊两句，后来摸索到老年活动
也是宁波方言歌手。
中心，
认识了傅姐。
“傅姐很热心，
得
同为艺术工作者， 知我们的来意后，立马带我们去见
老一辈熟知老街历史的人。”方蕾
看到方蕾和徐晓童的作
品，
扬炀更多的是感动。 说，
这是老街人之间最基础的关系。
“小时候，我每天就在这
“你去一个地方，跟住在这里、
条老街上晃悠。她们采
最了解这里的人聊一两句，就会有
ÈMEvp¨Y Z[AÉÊ de 访的人，
画的画，
勾起了
非常不一样的感觉，这和你只用眼
一代感受到老一辈的文化，不要让
我很多回忆。”扬炀说，如今几十年
睛看是有很大差别的。”
徐晓童是声
它们失传了。
过去了，很多东西都没了，却有一群
景老街展的声音记录者。她的声音
临近中午，观展者渐渐散去，而
人在帮我们捡回那些消失的东西。 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发生地的背景
78岁的史云飞还在一幅老街凉亭弄
看了今天这个展，过去的一切都浮
声。在不同采访对象的录音中，
常会
的画前驻足欣赏。“原来这里有座
现在眼前，
特别感动。
听到犬吠声、水流声，甚至是采访对
桥，叫广济桥，现在都没了；凉亭弄
作为方言歌手，扬炀一直尝试
象和身边人打招呼的声音。徐晓童
也不这么叫，叫广济亭，我们小时候
用自己的方式把宁波话传承下去， 认为，这是老街人之间最默契、最感
常玩。”
史云飞是庄市街道兴庄路社
但老街却是他挥之不去的遗憾。
“我
动的瞬间，
一定不可以剪掉它。
区老年协会会长，说起老街原来的
们的城市在慢慢发展，随着老一辈
如今，庄市正加速推进城市化
样子，
他历历在目。
人的离开，老街的记忆也在慢慢消
建设，人人都希望过上更好、更便利
如今，城市建设，让老街渐渐失
失。”
扬炀说。
的生活，年轻人渐渐离开了老街。
去了它原有的样子。史云飞一直想
如今，方蕾和徐晓童正用她们 “我希望能把它当作这个时代的一
把他眼里的老街画下来，几次动笔
的方式“修补”着老街将要丧失的记
段故事去记载下来，让以后的人看
都未完成，这成了他心中的一个遗
忆，也让扬炀看到了庄市老街慢慢
一看过去人生活的样子，说话的方
憾。“她们画得真不错，很有我们小
地“活”起来。“我相信，老街会用这
式，
一起经历过的事。”徐晓童说，
更
时候老街的味道。”史云飞说，这也
样的一种方式活在大家心中。这是
重要的是让后来的人了解过去人与
填补了他心中的遗憾，有这么多人
我们下一代想要看到的东西，而不
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维系的，淳朴
能看到老街以前的样子，他感到欣
是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扬炀表
的关系是高速发展的城市中最需要
慰。
示，这也是很多走出去的老庄市人
保留下来的。

2月9日下午，镇海公路客运中心售票处，王先生和家
人在窗口买票。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住招宝山街道，
今年要
去东阳的丈母娘家。一家三口带着两个大行李箱和一大袋
海鲜干货。当问到带着大包小包坐车是否较累时，王先生
说，
其实也可以开车回家，但想想家里只有自己会开车，而
且还是新手，
为了安全，
最后还是决定乘坐公共交通。
“累一点，但安全更重要嘛！”王先生言简意赅，
却道明
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长假出行，
交通安全必不可少。长途
出行方式大多集中于客运大巴、
火车、
飞机和自驾。为了保
障春节出行安全，自春运首日起，镇海交警大队就开展了
春运交通秩序整治行动。在检查之余，区交警大队也深入
开展安全教育宣传，发放宣传单，摆放宣传展板，呼吁市民
注意出行安全。
交警温馨提示，春节长假期间，
为了司乘人员安全，司
机行车上路应提前熟悉线路，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出车前
应检查车况，行车应听从当地交警部门的指挥，保持前后
车距，降低车速，有序通行；开车不接打手机，不查看或发
送短信；在县乡村道路和山区公路驾车行驶，要注意观察
路况，
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不要违
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山路转
弯处要提前鸣号、
减速通行；
乘客要遵守乘车纪律，系好安
全带，
不与驾驶员聊天，
拒绝乘坐黑车和超员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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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下午，在1902万科广场，区公安消防大队和镇
海蛟川双语小学的学生们一起，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不少市民在长假会
选择在家休息，
陪伴家人。那么，
居家消防安全也需引起注意。区消防大队官
兵呼吁，如果发生家庭火灾一定要镇定，舍弃财产先逃命。乱接电线有隐患，
电器着火莫浇水，
先断电源最重要。火灾险情来临时，
逃生自救须牢记。同时，
也要照顾好家中的老人和小孩，
远离危险用电物品。
除了用电安全外，居家防盗也需引起注意。区公安分局情指中心主任王
天成提醒，
2018年初，
我区治安形势平稳，
但是，
居家防盗也要注意。睡觉和出
门前，检查室内门窗是否锁好、插牢。老人、小孩单独在家时，有人以抄水表、
抄煤气表、维修之类理由想进家门，在无法确认真假时，要婉言拒绝，不要轻
易开门。一楼或有外接平台的二楼住户应注意关闭窗户，
将衣物、
皮包甚至手
机等放在远离窗口或犯罪分子不易拿到的地方。要选装质量较好的防盗门和
防盗报警器，
并妥善存放贵重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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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中午，工商银行胜利桥支行内，市民徐女士在大堂经理史经理的
指点下，进行卡片解除挂失。徐女士说，之前丢了手机，里面绑定了工商银行
的网银账户，就赶紧来挂失银行卡，现在其他的信息都已经补回来了，就来做
银行卡解除挂失。
春节长假期间往往是盗窃案件的高发期。为了能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工
商银行客服人员提醒市民，要保护好资金安全。在乘坐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
具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手机、银行卡等钱物。如发现银行卡丢失，应马上联
系对应银行的客服热线，
第一时间口头挂失锁卡。如果手机丢失，
则第一时间
与对应通信商联系，进行锁卡和补卡，
并对一些网上支付渠道，如支付宝，微
信进行紧急冻结。如果损失钱物数额较
大，
应立即与110联系，
保障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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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P） 宁波帮传承与创新
学苑首期研修班是为我区“创二代”
企业家提供学习、交流等服务的重
要平台。近日，
镇海区创二代慈善基
金向研修班学员发起爱心募集活
动。学员们积极响应，短短几天募集
资金23万多元，并在区民政局、区工
商联开展的公益创投社企对接活动
中成功对接4个慈善项目，出资规模
近20万元。


“‘益人计划’基层社会组织能
力提升”是澥浦镇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近期推出的慈善项目，该项目希

望通过外出交流、专业培训及建立
完善交流展示平台来提高基层社会
组织负责人的综合能力，从而更好
地为基层社会组织服务。
作为该项目唯一对接企业，浙
江泰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沈
壹表示，公司常年参与各地社会组
织活动，能为“益人计划”带来资金
支持的同时，可提供基层社会组织
负责人培养过程中所需的各种能力
锻炼平台与经验借鉴。
“环卫工人为我们的城市清洁
做了巨大贡献，而他们却处于弱势
地位。”施燕君是浙江民欣建设有限
公司、宁波海山克尔铃密封件有限
公司等六家公司企业家代表，这六

家公司联合对接“马路天使”镇海区
环卫工人健康关爱项目。
“马路天使”项目由镇海第二医
院策划，早在2016年就开始实施，
初期阶段该项目仅能够为我区600
名环卫工人提供体检。在此次对接
成功后，该项目不仅能在服务内容
上大有提升，还能让我区1000名环
卫工人受益。

- ¡
“慈善不是简单的资金转移，而
是专款专用真正落实。”
区创二代联
谊会及其成员企业还与承接方、实
施方进行三方签约。在公益项目实
施过程中，承接方将根据监督评估

厚德镇海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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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对每一个公益项目进行中期、
末期评估，并由专门的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财务审计，确保爱心企业和
社会组织捐助的每一分钱合理用于
公益、产生效益。
本次活动旨在树新一代企业家
有责任有担当有情怀的良好形象。
宁波帮传承与创新学苑首期研修班
负责人叶晓明表示：
“ 此次募集善
款，不仅为我区慈善事业注入新活
力，
还将推进企业与公益组织、受助
群体的精准对接。”
下一步，镇海区创二代慈善基
金募集的所有善款将用于安老、助
幼、助医、助学、济困等慈善公益事
业，
向社会传递创二代慈善正能量。

（上接第1
版） 这里已成为典型的
“人
口倒挂”区域，本地常驻人口与外来
人口比例几乎达到1:
3，外来务工人
员已成为蛟川发展建设主力军。
临近春节，他们踏上了返乡归
途。蛟川街道红立方志愿服务队开
展了“温暖回家路”公益快闪活动，
希望能在外来务工者的返乡途中送
去温暖的祝福，并欢迎他们来年再
回到这里。
2月9日，在轨交2号线一期清水
浦站站台，
《奔跑》歌曲声突然响起，
20余名志愿者从人群中出现，跳起
了富有活力的街舞。欢快的旋律，
感
染了每个返乡旅客。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红立
方志愿者走进车厢为返乡旅客演唱
《一封家书》，熟悉的旋律，朴实的歌
词，深情又温暖的歌声充满了整个
地铁车厢。“好久没有回家了，现在
真想早点见到家人，真的有好多话
想对他们说。”
来自安徽的周女士接
过志愿者送上的平安手环，思念之
情突然涌上心头，
眼眶湿润了。
抵达宁波火车站，志愿者们走
出车厢为旅客表演《回家过年》。原
本行色匆匆的旅客，
放慢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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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名。其中，本地户籍人口800余
名，其余均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
大多在附近工业区就业。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外来务
工者纷纷赶着回家过年。人口密集
的火车站、汽车站，是最易感染流
感的地方。健康成了春运期间的头
等大事。
2月7日，以“把健康带回家”
为主题的流动人员关怀关爱健康
知识讲座，在庄一社区开展。来
自佩珍医院公共卫生科的医生，
介绍了流感和普通感冒的区别，
流感的传染源，临床症状以及如
何预防流感。另外，该医生还为
大家带来了温馨提醒：春节期间
注意保暖，保持所在空间的空气
清洁，多吃大蒜和洋葱等抵抗病
毒和细菌的食物。
一名来自安徽的外来务工者表
示，这是一场受益匪浅的讲座，要
把这些小知识带回家，与家里的孩
子和老人一起分享。更重要的是，
他们也成为健康关怀的受益者和健
康生活理念的传播者。
一座城市的美丽很多时候并不
是看楼房有多高，马路有多宽，更
多时候取决于城市带来的温暖。这
些新镇海人虽来自五湖四海，但来
到镇海，咱们就是一家人！

庄市街道庄一社区现居人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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