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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梦迪 洪欢欢

民 生

村干部奔走相帮 众乡邻慷慨解囊
他们是真正的
“塘栖好邻居”

望着拔地而起的新居
范家终于迎来新希望
从风雨飘摇的危房，到红砖水泥的大屋，一栋来之不易的自建农宅，牵动村社干部四方奔
走，更传出一段守望相助的邻里深情。日前，塘栖镇莫家桥村部分村民慷慨解囊帮助贫困乡
亲建房的事迹，正被大伙儿津津乐道。
44 岁的范正福站在自家宅基地前，望着拔地而起的新居，眼眶有些湿润、心头百感交集
——这就是即将建好的新房子，
一栋牢固、安全、大气的新家！ 记者 陈坚 通讯员 高宏斌 胡丹

危房

家贫又逢连阴雨，一幢风雨飘摇的老房子，如何庇护一家老小？
在儿时玩伴范巨峰眼中，范正福家
算是村里最落魄的一户。
范正福有一个哥哥，多年前离家出
走，如今音讯杳无，留下体弱多病的嫂子
和一个 7 岁的侄儿。范正福至今未婚，
家中还有个 81 岁的老父亲，全家人的生
活就靠他每月打零工挣得两三千收入糊
口，
日子过得格外艰辛。
范家老宅是一所建于上世纪 80 年

筹钱

个冰窖；遇上台风天气，不仅范家人担心
安危，村干部都会连夜来敲门，要他们转
移到安全处所躲避。
其实，范正福不是不想造新房，而是
实在没这个能力。每每看到邻居们开开
心心地盖新房，内心都会涌起一阵酸楚，
这旧屋还能撑多久？如果有一天旧屋倒
了，
全家人又该何去何从……

大头由政府解决，剩余资金乡亲们“承包”了，盖房子的钱终于都解决了
去年，余杭区开展危旧住宅房屋治
理改造工作。在今年 4 月的排查中，范
正福家被列为 D 级危房，需要立即搬离。
搬新家是范正福梦寐以求的好事
呀，内心一百个同意，可是要搬去哪里？
重建新房的资金又在哪里？这些问题愁
得他吃不下睡不着。
村干部了解到老范的想法后，多次
上门做工作动员他建新房。根据区里的
政策，像范正福这样的情况，区、镇两级
各有 3 万元的 D 级危房改造补助，再加上
民政部门有 4.75 万元的补助，搬离期间

建房

代的土瓦房，这几年，邻居们纷纷盖起了
三四层的小洋楼，唯独他家的老房子显
得破旧突兀。
最近几年，范家老屋开始出现严重
问题，大梁歪斜、墙体开裂，连门窗都无
法关闭，墙体开裂最宽处甚至可以塞进
一只手。
每到雨天，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
雨；到了冬天，寒风倒灌进屋内，冷得像

还有安置过渡费。
“建房资金大头都由政
府都给解决了，你老范只管安心盖房子，
剩下的村里来想办法。”该村村民委员会
主任陈强的一番话，给了范正福一颗“定
心丸”
。
为了彻底打消老范的疑虑，莫家桥
村委召开班子会议，决定发动村民力量，
帮助范正福家解决造房资金问题。11 月
5 日，莫家桥村委邀请了范巨峰等村里十
来位家境较富裕的村民开会商议此事。
一开始，陈强提议能否由大家借钱
给范家盖房，虽说比别人稍微富裕一些，

但大家赚的都是辛苦钱。没想到，村民
们当场表态：范家的情况大家都看在眼
里，借钱反而给他增加压力。乡里乡亲
的，
这些钱大家凑一凑，就不要他还了。
大家的表态让陈强颇感意外，想想
却又在情理中。当晚，范巨峰、范建荣、
金建伟、曹慧良、范友龙、范建林、莫伟
芬、陈祖伟、陈海强、金新忠、莫伟峰等 11
位村民当场募集了 5 万多元建房款。这
下，
盖房子的钱终于都解决了。

一个好汉三个帮，全靠政府和乡亲们的支持，范家迎来新的开始
其实，早在村里召集大家帮忙前，有
些热心村民就已默默地伸出了援手。范
建荣，这位在山东打拼多年的老乡，今年
正好回老家来盖新房，在自家订水泥的
时候，就不声不响地多掏了 7000 多元钱，
帮范家也买了 20 吨水泥，这次集资，他又
捐出 1.5 万元。
除了出钱资助的乡亲，一些材料商

也对范家建房给予了额外支持。因为补
助金要等新房造好验收合格后才能发
放，一些建筑材料商都允诺他先赊账，等
建好后再来付款。
范家的老宅在 9 月底拆除，目前，新
房子的第一层红砖框架已经基本搭好，
预计今年春节前，范正福家就可以在新
家过年了。

红校长平易近人、朴实和蔼，让我们完全没
有学习的压力。各分管工作的领导，在接受
工作的任务时，只求把工作做好，没有任何
之八 的理由和困难。布置安排工作，着眼于细，
重在于效，要求严、标准高；鄞州职业教育中
心学校的校训是：
修身立德、
知行合一。
跟岗感受与感悟
(二)敬业高效的教师团队
学校非常重视教师能力素养的提升，创
塘栖职业学校校长 李平
跟岗学校 宁波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新地推行了“五进”整体化师资培训模式。
通过让青年教师、骨干教师、名教师进企业
在宁波，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被誉为 实践、进协会交流、进高校研修、进赛场竞
“技能黄埔”，该校学生技能金牌数常年在全 技、进工作室锻炼五个途径，全面提升教师
国同类中职校名列前茅。每年，学生们凭借 教、学、研的能力，形成了一支敬业高效的教
一技之长，或被高职院校提前录取，或被企 师团队。
业早早“揽入囊中”，用实力证明了“技能改
（三）注重细节的人文素养
变人生”。在该校跟岗研修期间，我深入学
学校十分关注德育细节，在校园内，值
校管理的各个环节，多看、多听、多想、多问， 周学生或三五一群，或一个班排着整齐的队
深入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发展模式，德育 伍，身穿校服，佩戴证件，手拿卫生用具,很
管理，教师管理、后勤管理等工作运转情况， 自觉的在打扫校园卫生；无论是上课期间,
被他们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积极进取的工 还是课余活动期间，学生们几乎没有玩手机
作精神深深的感动着。
的。一进宿舍门，就能看到学校对学生仪容
一、认识与感受
仪表的要求等。这些做法对我们都是有益
（一）团结务实的领导团队
的启发和借鉴，他们从“大处着眼，小处着
学校有一支团结务实的领导团队，楼梦 手”，在细节上较真，体现出一种高境界办学

眼看着新房一天天往上“涨”，范正
福激动地对记者说：
“ 感谢政府的好政
策，感谢乡亲们和村干部，没有他们伸出
援手，这房子也许永远都盖不起来。”
范巨峰则寄语“发小”范正福迎接新
生活，住进新房子谋划新前程、走进新时
代，
日子肯定会一天天好起来。

理念。
（四）创新发展的特色之路
学校坚持走创新特色之路，在以“技能
为核心，实践为根本，创新为动力”的办学理
念指导下,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坚持以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
为目标,构建让人民满意，为经济服务的大
职教体系。一是以“五融五创”为平台，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师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
力和综合素质，让学生学以致用、参与创新、
体验创业。二是以各级各类技能大赛为平
台，充分发挥其引领与辐射作用，坚持就业
导向、重视实践教学、强化技能训练，不断提
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与规格。三是坚持走校
企合作的技能特色之路。学校逐渐形成了
原生性的办学品牌——与企业联盟、与行业
联合、与园区联结的
“三联模式”
。
二、思考与感悟
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对现代学校管
理成功的探索与实践，引发了我对今后学校
管理的思考。
（一）抓文化建设，提升学校品味。一是
学校管理人性化。二是校园环境人文化。三
是教育行为亲情化。四是宏伟目标激励化。

村干部、热心村民和范正福（左二）在建房现场

捕捉北湖最美秋景
赢取万元现金大奖

“光影北湖·
窑看芦花”

2017 瓶窑北湖草荡
芦花摄影节发布召集令啦
■记者 潘怡雯
本报讯 寒汀晚，芦花飞雪，风定白鸥
闲。时至深秋，芦花盛开，一望无际的“芦
花雪”在风中摇曳，北湖草荡到了最令人
心醉的时节。
为寻找北湖草荡最美的瞬间，更好地
推动旅游西进，由瓶窑镇政府联合区旅游
局、余杭晨报社共同主办，区林水局、区农
林集团协办的以“光影北湖·窑看芦花”为
主题的 2017 瓶窑北湖草荡芦花摄影节活
动启动。摄影节开幕仪式将于 11 月 18 日
下午（本周六）在瓶窑北湖草荡举行。
为广泛征集不同角度、不同视觉、不
同情境的摄影作品，主办方现面向全社会
邀请 50 位摄影爱好者、摄影达人共同参加
此次摄影节开幕仪式，他们将与受邀前来
的专业摄影师齐聚一堂，共同寻找北湖的
最美瞬间。
感兴趣的朋友可自即日起至 11 月 16
日下午 16 时，通过“余杭晨报”官方微信报
名参与。成功报名开幕式活动的摄影爱
好者于 11 月 18 日中午 12 时在余杭区体育
馆集合，由余杭晨报统一安排车辆，前往
北湖草荡（活动结束后统一乘车返回临
平）。不论专业相机或手机拍摄，活动现
场所拍作品只要能发掘体现北湖草荡的
美，即可向摄影节投稿，并参与后续开展
的作品征集和评选活动，赢取最高 10000
元的现金大奖。所有入选作品都将集结
成册，
成为这个秋天最美的纪念。

（二）造特色品牌，走内涵式发展。走特
色学校建设之路，弱校同样可以做好，可以
做强。一要找特色。根据办学历史，结合区
域文化找准学校的办学特色。二要形特
色。特色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形成，要形成
学校品牌，实现学校的内涵式发展。三是强
特色。在学校形成自已特色的同时，要进一
步深化，做强做精，以强特色、树品牌，提升
学校办学水平。
（三）强质量意识，践行服务育人。鄞州
职业育教中心学校，提出学生“就业有优势，
创业有条件，升学有希望，发展有基础”的承
诺，把学生、家长看作是自己的客户，学校要
努力为学生、家长创设优良的教育与服务。
为了提高学校的服务质量，精简管理人员，
努力实现人人都管事，事事有人管，每一件
事只有一人负责。
这次跟岗学习，是人生难得的机会，切
身体验到了名校务实创新的可贵精神，开阔
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增长了才干，丰富了经
验，尤其是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进一步
坚定了加快学校发展的信念，增添了办好职
业教育的信心与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