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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墅文明出行红黑榜
红　榜

● 康桥街道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微信公众号及电子屏等渠道作用，利

用每月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契机，开展各类宣传16场次，制作宣传展板在社

区进行巡回展出，发放宣传资料600余份，大力宣传文明出行。同时，街道

深化大联动机制，对辖区工程车多的乱点区域开展持续治理，取得了明显

成效。

黑　榜

● 浙AJ5S**、浙A598**、浙AG15**、浙AH72**、浙A7A6**小型车

辆因车辆有20次以上非现场违法未处理，被列为全市重点车辆。

● 11月4日10时20分，美团外卖骑手龙**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至莫干

山路花园岗街路口时，因未按信号灯通行（闯红灯），被民警查获，并告知

相应平台，平台已于11月6日对该骑手进行内部处理。

● 11月4日15时3分，达达骑手韩*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至莫干山路花

园岗街路口时，因未戴电动车头盔，被民警查获，并告知相应平台，平台已

于11月6日对该骑手进行内部处理。

● 11月4日23时21分许，周**驾驶浙A948**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康

桥路运河大桥时，因实施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民警查获。

● 11月7日14时34分，伏**驾驶电动自行车在石祥杭行路口因逆向行

驶，被民警查获，处以罚款50元。

荣获国家级、省级称号  体育特色教育传喜报

我区新添两所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本报讯（记者 王苑阳）近日，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区）、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满天星”训

练营和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试点学校名单公布。我区两所学

校上榜，杭州市行知中学入选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杭州市

文津小学入选浙江省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

足球转动足下梦想  
体育强校成绩傲人 

在行知中学，足球已是学 校

的特色品牌之一。在这里，足球是

必学内容。学校以“快乐足球，健

康成长”为足球教育理念，通过

“课程教学+大课间+足球社

团”的教学模式，保证学生每

周一节足球课。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在

2012年开设的玩转足球课

程。“一方面培养学生基本

足球技能，另一方面通过足

球文化节、足球社团课让足

球真正融入学校教学，激发学

生足球运动兴趣，挖掘足球人

才。”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行知

中学男足曾获省校园足球总决赛第

八名，全国校园足球联赛杭州赛区

第一名2次；女足曾获3次区足球比

赛第一名。

在文津小学，足球社是学生最

喜欢的社团之一。多年来，学校在

保障课程的前提下，组织体育老师

外出“取经”。老师“走出去”参与

各类培训的同时，该校“请进来”优

秀指导老师，把脉学校足球发展。

今年十一期间，学校还组队前往南

京与同龄队伍切磋球技。

擦亮足球运动名片 
为学生插上圆梦翅膀 

除了行知中学、文津小学这两

个“后起之秀”，我区已打造出一

批像启航中学、长阳小学、卖鱼桥

小学等全国足球特色学校。如果

要选哪个学校足球文化底蕴深，

杭州市启航中学肯定名列前茅。全

校1125名学生每人都有足球，男

女生都玩得有模有样。

足球踢出名堂的启航中学是

区足球特色学校，也是全国青少

年足球联赛定点学校，足球队的

发展史可追溯到2000年。近年来

参加各类比赛频获佳绩，曾连续

十年获区中学足球比赛冠军，连

续三年获市冠军。

此 外，长 阳小 学 的《快 乐 足

球》课程被评为市精品课程。基于

该课程，学校多次进行了足球主题

的跨学科学习，用一只足球打通所

有学科。在该课程的辐射下，学校

开发了绿茵课程体系，逐步形成足

球天地、乐动天地、生活天地、科

幻天地等四大课程体系。学生在享

受足球、深入探求足球内涵的同

时，综合素养得以全面提升。

转变传统教学模式 
创新体育育人理念

近年来，我区实施“学校体育

综合改革”成果初显。在足球教学

的基础上，我区持续深入推进体

育特色教育改革。除传统体育项

目外，我区将田径、体操、武术、

足球列入中小学必教必学内容，优

化重组基础体育课程内容。“这样

一来，教学体系由碎片化转为系统

化，通过精教简学让学生真正掌

握一项运动技能。”区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此 外，我区率先 开启器械体

操教学之路，创新体育教学内容。

杭州市文澜实验学校的箱上前滚

翻、杭州育才京杭小学的单杠悬

垂摆动、区教育研究院附属学校

的双杠支撑及摆动……这些特色

体育课深受学生喜爱，也激发了教

师的教学热情。

我区体育“花式”精教简学惊

艳四方，得到了省教育厅教研室的

推广，拱墅学生基本运动 技能评

价案例更是登上了《中国学校体

育》。今年10月，区教育研究院附

属学校的双杠支撑摆动教学代表

浙江参加了第八届全国中小学优

秀体育课展示，浙江创新课堂教

学领跑全国。 

习总书记提出要树立健康第

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

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

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学-练-赛”一体是近几年我区

深入推进体育课程的重要路径。

体育课堂学技能、大课间练技能、

全员运动会赛技能的教学模式营

造了良好校园体育运动氛围。

校园足球赛  学生展风采

本报讯（通讯 员 杨海江）近

日，在金星社区的“回音壁”上，

一 件 牵 动 着 3 0 多户 商户的民 生

实事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成 功

“下架”。

问题壁前听民声  深入群众解民忧
10月，寒风渐起，气温转凉。

这时，对于吃货而言，三五好友围

在一起吃火锅是再幸福不过了。同

样，对于刚刚过完淡季，开始回本

的火锅店而言，也是一年好景的开

始。但来自“亿川阁重庆火锅店”

的老板娘却开心不起来，每天不是

奔波于指挥部协商，就是抱着手

机打投诉热线。

原来，自桃源街绿化提升改

造项目开始以来，那一圈长长的围

挡不光遮住了杂乱的施工现场，也

挡住了多数商家的“财路”。

10月21日，在了解到商户的诉

求后，社区党支部书记葛君萍亲自

来到商户前听取民生，刚一到就被

一群商户老板围住。“夏季火锅店

一直处于亏本状态，好不容易等到

秋冬，门前却被这一圈围挡拦住，

书记，这生意怎么做。”

多方协商合力解决  商户落下心头石
面对商户的求助，社区以问题

为导向，立即落实责任人、组建协

调组、倒排计划表，将问题反映给

指挥部和施工方，希望合力用最快

速度、最强力量、最暖举措解决商

户的燃眉之急。

施 工 方 表 示，5 个月的 施 工

在园林局和住建局都有过备案，

完 全 符 合 程 序。但 若 未 验 收 前

就拆除围挡，后期可能出现的垃

圾 堆 积、占 绿 毁 绿 等 情 况 将 影

响验收。

协商后，指挥部和施工方深入

了解商户难处，表示尽量将工期缩

短至1个月内，完工后先行拆除围

挡。也希望商户能做到自律、自管

和自治，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商家自管组联盟  回音壁前多夸赞
从5个月到1个月的“让步”，

让火锅店老板娘看到了曙光，也让

30家商铺有了希望。老板娘挨家

挨户将好消息告诉了其他商家。

在社区的指导下，沿街商家边

成立“商铺联盟”，边讨论“履约

承诺书”，选定商铺代表并草拟了

“明确各自责任区块、做好门前三

包；制止占绿毁绿、劝导不文明行

为；成立商家联盟、接受联盟委员

会的监督管理”等6条自管承诺，

妥善解决了本次“风波”。

据不完全统计，自社区“回音

壁”机制上墙以来，有效化解各种

居民反映问题87起，难点问题化

解率达90%以上。接下来，金星社

区将继续关注民情、倾听民声、解

除民忧，积极化解群众生活中发

生的各类矛盾纠纷，疏通基层社

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回音壁前听民声  畅通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党建引领  三方协同

大浒东苑“红领业委会”为居民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胡俊威 通讯员 

李梦娣 吴乐飞）“10余年的坡道终

于改了样儿，不但停车方便了，充

电也更放心了。”最近，家住上塘街

道大浒东苑的居民进出地下非机

动车库时，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

大浒东苑始建于2006年，因

出租户占比高、部分设施老旧瘫

痪、停车场设计落后等问题，一度

成为居民投诉的高发点。去年以

来，大浒东苑A、B、C三个区块由

绍兴路社区、红建河社区分别牵头

物业、业主代表成立了“红领业委

会”。三方协同治理后，小区环境

有了大变样。

当好“细节控”  小区改造也能很贴心
“全体社工一人包干一栋楼，

和党员、志愿者、物业工作人员一

起行动，务必一层一层清理，一家

一家上门。”大浒东苑B、C区楼道

杂物、电瓶车专项整治进行到了高

潮，行动的组织者是红建河社区副

书记叶其杨。

“像这样的行动我们每月都

会组织开展，主要目的除了消除安

全隐患，更为了让居民把电瓶车都

停到地下车库。”叶其杨说，“经过

改造，10余年的坡道‘顽疾’已经

解决，地下车库重新设计后，居民

再也没把车停在楼道里。”

为了做好非机动车地下停车

场改造提升工程，红领业委会工作

人员都成了“细节控”，对改造方

案精益求精。“11处坡道的坡度不

一样，有些呈L型、有些呈T型，光

设计方案就开了不下20次的会，工

程累计投入30余万。”叶其杨说。

在“红领 业委 会”群策 群力

下，地下停车场改造获得了居民点

赞。坡道上新增的30块展板、地下

车库3毛钱充电5小时的500余个

充电桩、弯道处加装的反光后视

镜、通风管道棱角上包裹的防撞海

绵、坡道两侧的清扫缓坡和雨水

槽……处处彰显了人性化设计。

做好“领头人”  党员团队为民谋实事
“我们团队 共 有正 式委员5

名，后补委员2名，大家都是党员，

可以说是真正的‘红色业委会’。”

绍兴路社区居委会主任吴乐飞介

绍说。大浒东苑A区业委会自去年

5月成立，收获了居民的信任和好

评，也办成了许多“大事”。

居民垃圾分类意识不强一直

是老旧小区治理的难题。杭州垃圾

分类新规出台后，“红领业委会”

针对小区的垃圾分类难题，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一支由业委会成员

带头，小区党员志愿者共同参与的

“房长”队伍应运而生。

如今，经过严格的任前培训，

房长制全面落地，小区的7个垃圾

房都有了自己的“房长”，负责定

时定点指导居民如何分类。“今年

6月起，我每天早晚两个垃圾投放

时间段都要提前来这里，居民们来

丢垃圾时，我要仔细检查一遍。现

在，大多数住户都养成了垃圾分类

投放的习惯。”家住大浒东苑的党

员陈师傅不仅是业委会成员，还是

小区垃圾房的志愿“房长”。

“垃圾分类是政府的关键‘大

事’，现在，我们的‘房长’团队已

经有10多名成员了，都是主动要

求参与垃圾分类监督管理的志愿

者。”陈师傅介绍。

亮出“金点子”  社区治理小妙招频出
在电梯里放置“爱心椅”，也

是“红领业委会”探索小区治理中

自创的小妙招。大浒东苑A区业委

会成立之初，小区里电瓶车上楼

违规充电的情况很多，虽经多次整

治，却仍有返潮。“必须要根治。”

业委会的毛主任下决心要啃下这

块“硬骨头”。他一方面带领党员

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一方

面花大力气整治地下室违建，改

造地下停车库，在电梯里加装“爱

心椅”，彻底将电瓶车的上楼之路

给“封死”。“这个‘爱心椅’真贴

心，社区真是 替我们老年人着想

啊。”居民们的肯定是“红领业委

会”最大的动力。

三方协同治理   夯实基层基础

本报讯（通讯 员 张莉）“现

在，小区道路改造好了，下雨天再

也不用垫着脚走路了。”近日，祥

符桥社区天阳美林湾小区沿街商

铺门口的道路环境进行了提升改

造，路过的居民纷纷点赞。

美林湾小区2018年交付，由

于沿街商铺道路连接着停车场，

车辆长期行驶、停放造成了人行

道路面破损。遇上下雨天，路面坑

洼积水，过往行人苦不堪言。去年

8月，街道城管办对破损路面进行

了水泥修复，但自去年北区加设道

闸单向通行后，道板破损程度加

剧，给居民通行造成了影响。

经过多方协商，今年10月底，

由区城管局牵头对美林湾人行道

进行沥青路面整改修复。接到整

改通知的第一时间，社区即刻与

物业、业委会进行了沟通，做好

前期宣传和施工区域车辆清理工

作。全面开展路面修复工程后，

路面修复工作在5天时间内全部

完工。

祥符桥社区

修复破损道路  方便居民出行

社区

本报讯（通讯员 潘霞芳）“加

油！”“好球。”……一阵阵叫好

声从塘河新村社区阳光老人家活

动中心传出。近日，塘河新村社

区联合和康医养，组织老年居民

开展了一场精彩的乒乓球赛。

比 赛 现 场，参 赛 者 激 情 对

决。参赛选手你进我防，打法多

变，技术娴熟。乒乓球在选手的

球板间快速传递，让围观的居民

眼花缭乱，现场角逐激烈，气氛

热烈。“活动了下筋骨，感觉自己

更年轻了，真好！下次有这种活动

一定还来参加！”选手刘大姐兴

奋地说。

最美不过夕阳红。此次乒乓

球赛旨在为老年居民提供锻炼身

体、切磋球技的平台，丰富了老年

人业余文化生活，展现出积极阳

光的精神风貌，为推进和谐社区

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塘河新村社区

老年乒乓球高手同台竞技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

本报讯（通讯员 江雯）11月

5日上午，半山娘娘庙锣鼓喧天，

格外热闹。倪氏传人身着统一的

红色长袍，手捧厚厚的一本《倪氏

家谱》，举行半山倪氏家谱原谱

仪式。

据皋亭研究会会长介绍，倪

氏家谱因年代更迭，一度遗失。

为弘扬半山文化，皋亭研究会邀

请专家成立修谱委员会，历经3年

半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倪氏家谱

的圆谱。根据家谱，半山娘娘为

倪氏第30代，现在半山桥倪氏爱

字辈为第84代，这次写入家谱的

共700余人。倪氏家谱已被确定

为我区非遗项目。

半山 倪氏 修 谱习 俗 是 区 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宗谱记载了整

个家族的兴衰荣辱，是凝聚整个

家族的精神纽带。倪氏自同治七

年（公元1868年）续修宗谱，后

一代代传承有序。此次修宗谱的

仪程有：成立修谱委员会、逐户

调查、寻找老谱或资料、编辑新

宗谱、印刷宗谱、圆谱仪式等。

半山倪氏重修宗谱记录了半山倪

氏家族源流图、家训、祖 规、家

戒等。

半山街道

续修新家谱  情怀一脉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