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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浙江人

本报讯（记者 黄珍珍 通讯员 殷忠好）
一人立功，全家光荣。8 月 1 日上午，台州
市椒江区海门街道枫南小区迎来一件大
喜事——32 岁的应昊臻在部队荣立三等
功！锣鼓声声传喜讯，当地相关部门组成
慰问团，将立功喜报、鲜花和慰问金送到应
昊臻父母手中。

今 年 是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建 军 95 周
年。连日来，我省各地陆续开展形式多样
的庆“八一”拥军优属活动，不断增强广大
军人军属荣誉感，推动全社会形成拥军崇
军的浓厚氛围。

这几天，杭州西湖西溪景区内，出现不
少退役军人的身影。“@全国退役军人，西湖
西溪景区邀您免费入园！”7 月 26 日至 8 月
1 日，杭州开启“崇军周”活动，邀请全国退
役军人及军烈属持优待证免费游览西湖西
溪景区。同时，出示杭州“老兵码”还可在
景区34家崇军商家享受专属消费优惠。据
统计，截至 8 月 1 日下午 5 时，共 1531 人次
享受免票入园的优待政策。

高温酷暑难耐，驻平湖空军某部空调
线路老化、制冷效果下降。得知情况后，
平湖市双拥办和部队结对镇迅速采购一
批空调送往部队。为全力保障部队官兵
身心健康，近期，平湖市双拥办还联合当
地卫健部门，组织医疗队伍前往驻平部队
开展“卫生进军营”活动。皮肤科专家、骨
科专家等现场为官兵诊疗，并根据夏季训
练执勤等特殊情况，向大家普及健康防护
知识。

如何精准有效帮助随军家属和退役军
人找到心仪的工作？7 月 30 日，一场专为
他们准备的就业创业精准对接会在宁波召
开。现场共35家企业参会，提供技术开发、
行政管理等近百种岗位，还为外地退役军
人贴心设置了“云面试”专区。当天，共有
209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军人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的守护
者，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敬和爱护。”省双
拥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省将继续打
造“崇军拥军志愿服务示范街区”“崇军联
盟”等品牌，广泛发动企业助力拥军、社会
参与拥军、群众支持拥军工作，形成全社会
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的良好风尚。

拥军崇军

鱼水情深

我省各地开展庆

﹃
八一

﹄
拥军优属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郑亚丽 赵璐洁 共享联盟柯城站 郑晨）
夏日炎炎，衢州市柯城区为新就业群体量身打造的“37 驿站”，
成了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钟爱的歇脚处。

走进信安街道斗潭社区的“37 驿站”，空调的凉气扑面而
来。进门处就是洗手池，露天奔波的人们一进来就可先洗手、洗
脸。再往里走，几名黄衣骑手正在躺椅上休息。墙边的柜子上，
4 台微波炉一字排开，可以热饭菜。屋里还有衣物烘干机、冰
箱、充电宝、药箱等，俨然一个温馨“小家”。

每天13时30分到14时30分，正是跑单少的时候，外卖骑手
郭超都会来“37驿站”给电瓶车换上满格电池，喝一支藿香正气
水解暑，吹吹空调，再给手机充会电。这里也成了保洁员魏杆妹
和童金妹的午休好去处，电动按摩椅让她们觉得“比家里躺着还
要舒服”。

“37℃是体温，‘37驿站’的名字由此而来，让新就业群体感受
关爱，提升获得感、幸福感。”信安街道党工委委员徐文龙介绍，随
着快递、外卖等新业态发展，如何服务好新就业群体是基层治理
的新课题。今年4月，信安街道成立37驿站综合体党支部，把快
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纳入进来，帮他们解决实际问
题，“累了能歇脚、饿了能吃饭、渴了能喝水、没电能充电、烦了能
解忧”。

据了解，柯城区今年建成“37 驿站”区级综合体 1 个、街道
级点位7个、社区级服务站60个，通过“1+7+60”的驿站组织架
构，实现区内全覆盖，为全区 700 余名快递员、900 余名外卖小
哥、800余名环卫工提供服务。

“37驿站”还承载起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的任务。采访当天，
记者在当地“邻礼通”数字应用后台看到，一名外卖骑手在送餐
时发现有车辆违停，通过随手拍上传照片后，当地网格员随即进
行了处理，外卖骑手也因此获得了2个积分，可以兑换一瓶矿泉
水或者等额现金。如果骑手在送货送餐时发现并举报非法传
销、涉黄赌毒等现象，积分更多。如今，“37驿站”里还设立了“城
乡共富驿站”，推广柯城农产品，再由骑手配送，实现双向引流。

柯城为新就业群体打造温馨港湾

小哥，“37驿站”
请你来歇脚

本报讯 （记者 方臻子） 记者近日
从省建设厅获悉，上半年我省已筹集建
设保障性租赁住房31.9万套（间），提前
完成30万套（间）的年度目标任务。

31.9 万套（间）保障性租赁住房中，
新建类项目约14.6万套（间），转化和改
建类约17.3万套（间）。据介绍，保障性
租赁住房主要有新建、改建和转化 3 种
渠道，国家鼓励支持地方利用存量土地
新建、存量房改建和市场房源转化。

从地区看，杭州的筹建量最多，约为

6.2万套（间），宁波和金华建设筹集数量
均超过5万套（间），温州、嘉兴超4万套

（间）。值得关注的是，宁波、温州、金华和
舟山4地的筹建数量已超过年度计划。

去年 6 月，国务院提出加快发展保
障性租赁住房。我省聚焦“住有所居”，
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作为打造“浙里
安居”金名片的关键一环，旨在逐步解
决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在土地、
财政、金融等方面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
房的支持力度。“用好土地政策，对保障

性租赁住房用地计划单列、优先安排、
应保尽保。”省建设厅住房保障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2022 年全省计划供应保
障性租赁住房用地 3768 亩。目前，全
省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累计获得融资
授信53个、贷款授信153亿元。

年度任务提前完成，并不表示建设
会减速。我省的目标是在“十四五”期
间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120 万套

（间），这意味着未来全省保障性租赁住
房建设还将持续加速。

上半年筹建31.9万套，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我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提速

本报宁波 8 月 1 日电 （共享联盟鄞州站
王莎 通讯员 谢瑜硕 章煜 记者 王波） 8月1
日，一则滚滚车流中宁波热心市民勇救孩子
的视频火爆了网络，赢得无数点赞。

视频显示，在 7 月 30 日的晚高峰，宁波
市鄞州区通途路福明路路口，一辆在左转弯
车道等待通行的私家车上，一个小女孩将身
子探出车窗，在车辆启动时她不慎掉出车
外，跌落在行车道中央，然而家长并未发觉，
驾车离去。几秒钟后，暖心的一幕发生了：
一辆原本在左侧车道行驶的白色私家车压
实线停在离孩子两三米远的地方，挡住后方
的车流。与此同时，其他过往车辆上的司机
乘客也纷纷下车，及时将孩子抱到安全地带
并拨打报警电话。

1 日下午，记者联系上了“拦路”的白色
轿车驾驶员杨海峰。他告诉记者：“我当时
是去吃饭途中路过事发路口，距离事发现场
还有 10 米左右的时候，我发现前面有个小
女孩趴在路上。因为绿灯亮了，车速都比较
快，我也没多想，本能打了一把方向盘，把车
停在孩子后面，想拦一下后面的车。”

有着十多年驾龄的杨海峰说，停下车
后，他开启了双跳灯。就在这时，他发现旁

边好几辆车也停了下来，都打起了双跳灯，
大家纷纷下车去查看孩子情况。其中一把
抱起孩子的是宁波市第二医院骨科中心手
外科病区副主任医师付有伟。

当天，结束了骨科会议的付有伟正开
着私家车行驶在回家路上。“可能是医生的
本能，我第一反应就是救人。”付有伟停好
车打开双跳灯，快步跑向小女孩，“我赶紧

把孩子抱起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查
看孩子是不是受伤了。”

好在，小女孩除了哭闹外，神志比较清
楚，手脚都能动，付有伟悬着的心落了下
来。在等待孩子妈妈及交警到来的时间里，
付有伟一直陪在小女孩身边，直到安全将孩
子交到其母亲手中，他才放心离开。“我是个
医生，救人是本能。再说，这也是一件小事，

你看有那么多人同时来保护孩子的安全。”
付有伟说。

在众多暖心守护意外坠落小女孩的人
员中，有一位姓邬的女士，她也是在车停稳
后，第一时间往小孩子的方向跑去。

“当时，我听朋友说趴在地上的是个
孩子，我想千万别出什么事，就赶紧跑过
去了。”邬女士说，“前车驾驶员抱着小女
孩，因为他是一个人，我就想着搭把手。孩
子受到了惊吓，哭得蛮厉害的，还一直叫

‘妈妈’。我也是个妈妈，就用哄自己孩子
的办法哄这个小朋友，拍拍她的背，逗逗
她之类的。”

邬女士说，很多司机都不约而同停下
车救助孩子，这让她深受感动。

据了解，经过医院检查，小女孩仅受了
一些皮外伤，并无大碍。

“宁波是一座温暖的城市。在这次事件
中，很多热心市民第一时间停车救人，有人
压实线挡住危险，有人跑下车把孩子抱到安
全区域，有人拨打报警电话，也有人安抚孩
子。”鄞州交警部门相关负
责人表示，广大驾驶员为坠
落小孩筑起了一道安全屏
障，为他们点赞！像杨先生
这样的行为，不仅不会受到
处罚，反而要表扬。

鄞州街头一小女孩意外翻落车窗，路过的司机乘客纷纷下车施救

滚滚车流中，他们为孩子筑起生命屏障

路过的司机乘客纷纷下车救护掉落的小女孩（监控视频截图）。

扫一扫 看视频

88月月11日日1212时时，，随着声声汽笛响起随着声声汽笛响起，，全省第一批全省第一批““小开渔小开渔””的渔船的渔船““解禁解禁”。”。当天在温州瑞安飞云江出海口当天在温州瑞安飞云江出海口，，一一
批渔船扬帆竞发批渔船扬帆竞发，，奔赴东海海域展开生产捕捞作业奔赴东海海域展开生产捕捞作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应忠彭应忠彭 章慧聪章慧聪 共享联盟瑞安站共享联盟瑞安站 孙凛孙凛 文文//摄摄

（（相关报道详见第五版相关报道详见第五版））

本报讯 （记者 苗丽娜 周楷华） 7 月
28日晚，入夜的绍兴市柯桥区齐贤村文化礼
堂灯火通明、座无虚席。当越剧名家、二度
梅花奖得主吴凤花登台亮嗓，台下立刻爆发
出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吴凤花两次登台，村
民听得如痴如醉。

“太精彩了！想不到只需要点点手机，像
吴凤花这样的大咖就能来我们村演出。”村民
李洪林仍有些不可置信，自己刚刚注册绑定的

“绍兴数智礼堂”应用，竟有如此妙用。当晚上
演的这场文艺汇演，除了吴凤花带来的越剧选

段外，牡丹奖新人奖得主陈祥平带来的莲花
落，也是村民通过手机抢单“抢”来的。

近年来，各地文化礼堂的硬件建设不断提
升，但部分地区“送下乡的节目群众不爱看，组
织的活动村民不需要”，文化礼堂出现使用率不
高、运作低效的情况，个别礼堂甚至长期闲置。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今年 3 月，绍兴市
委宣传部着手开发“绍兴数智礼堂”应用，6
月21日在浙里办APP上线。这一应用采用
数字化手段推动文化供给精准送达，有效提
升文化礼堂的使用率，提高群众的参与度。

“绍兴数智礼堂”将各类名家大咖和众
多影视作品汇聚成海量的“网络菜单”，村民
可以线上点单，下单量最多的文化礼堂能够
邀请名家大咖进村献艺。

“你看，这里不仅有越剧、绍剧、莲花落、
新昌调腔等众多曲艺名家的经典曲目可以
预约，还可以邀请绍兴各大医院、精英律师、
农技专家来文化礼堂开展义诊、法律咨询等
服务。”齐贤村文化礼堂管理员徐兴祥打开
了应用里的“服务点单”模块向记者介绍。
该村从 2013 年开始在文化礼堂推出“周末

剧场”，以往的节目大多是村民自导自演的，
如今能请到名家大咖，演出的档次一下子拔
高了，村民也更喜欢来了。

此外，应用还具备视频直播功能，实现
“一堂演，千堂看”，最大程度地提升名家汇
演的传播力和文化礼堂的使用率。

应用中的视频点播模块，不但与优酷达
成合作收录 1600 余部优质影视作品，还整
合了几百部具地方特色的宣讲、文艺、戏曲
视频，且视频库定时更新，不断为农村输送

“文化活水”。 （下转第五版）

“绍兴数智礼堂”重塑农村文化供给格局

群众线上抢单 名家进村献艺

本 报 讯 （记 者 刘 健 通 讯 员 宋 媛
杨佳乐） 近日，杭州市钱塘区一口气聘任13
位全球引才合伙人，其中不乏院士、“鲲鹏行
动”计划人才、头部投资机构负责人等，该区
力争3年内新落地200个高层次人才创新创
业项目。同时，钱塘区发布打造全省产才融
合示范高地行动计划，力争到 2025 年，实现
人才总量突破27万名。

这是杭州发力引才的一个缩影。记者8
月 1 日从杭州市委人才办了解到，最新数据
显示，杭州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达 303.81 万
人，疫情之下，上半年依旧保持同比3%以上
的增长速度。刚落幕的“青春潮创 杭向未

来”云聘会，一个月吸引海内外 562 所高校
超24万人投递简历。

抢占引才制高点，打造“高大上”加“小
而美”的平台，为人才发展创造机会。今年
上半年，杭州蓄力打造重大创新平台，使其
成为吸引人才的强磁场。其中，10家省级实
验室有 7 家集聚杭州，刚成立不久的湘湖实
验室，计划未来 5 年引育 8 至 10 名世界顶尖
人才，汇聚 350 余名科研人员。在城西科创
大走廊，全省 80%的国家“杰青”和“优青”、
超 50 万人才扎根于此。同时，杭州注重做
强“小而美”，已培育的 10222 家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不断集聚大量懂技术的蓝领工人。

向用人单位放权，不唯学历、荣誉、奖项
等，让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今年以来，杭
州推出“三定三评”人才分类认定新模式，借
助目录认定、授权认定、专才认定等 3 种渠
道，与行业评判、市场评价、社会评议等 3 个
维度相结合，首批授权 590 余家重点企业，
提供万余个人才授权名额。

努力打造人才服务闭环，让人才安心创
业就业。今年，杭州推出“一码六服务 人才
杭帮彩”服务机制，为人才提供热线服务、云
上服务、窗口服务、结对服务等六大服务。
拿杭州人才码来说，142 项服务涵盖创新创
业、出行、文旅等精细化需求，累计服务 827

万人次。在杭州医药港，嘉因生物创始人吴
振华从“一人一包”，到拥有一家 155 名员
工、1.2 万平方米场地的企业，只用了不到 3
年。“人才服务如果跟不上，企业很难发展这
么快。”吴振华说。

引来众多“金凤凰”，创新活力竞相迸
发。在日前出炉的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名单
中，杭州获奖数占 63％，创新策源地作用
进一步凸显。“城市与人才最好的关系，是
共同成长和互相成就，杭州将继续从平台、
改革和服务破题，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打造
创新创业新天堂。”杭州市委组织部有关负
责人说。

好平台优服务构筑引才育才高地

三 百 万 英 才 聚 杭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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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近看民主”暑期实践活动走进温州五马议事坊

网红街上，见证一部法规的成长

戏剧专家绍兴纵论越剧的“坚守”与“突围”

纪念袁雪芬 致敬改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