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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各地快乐假日学校陆续开课了

编者按

今年是我区开办“快乐假日学校”的第 8 个年头，在接下来的近两个月时间里，全区预计将有约 5000 名青少年参加各地 100 多所“快乐假日学校”举办的各类活动。孩子
们在这里不仅可以交到同龄朋友，保质保量完成暑假作业，
还可以学到很多课堂里学不到的知识。
记者 吕波 通讯员 王舒 徐金燕

假日学校组织学生参观企业

马蹄莲假日学校的孩子们展示自己的手工作品

今年，各假日学校课程内容主要为
思想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安全教育、作
业辅导、兴趣 活动、文体活动、社会实践
六大方面。各假日学校将积极开展十九
大精神宣讲，深化“弘扬红船精神，争当
时代新人”等主题教育活动，同时结合全
区未成年人“零犯罪村（社区）”创建、网
格化关爱帮教工作，不断加强青少年法
治教育，还将组织学生参加“第二课堂”
活动，比如参观长乐青少年素质教育基

五常街道假日学校开班

现场直击

课程内容丰富 实现寓教于乐
地、参加西溪湿地洪园“清风之旅·家风
文化专线”体验活动等，还有开展夏令
营、急救培训、参观爱国主义基地及科技
教育基地等活动，开展防溺水、防触电、
交通安全知识讲座等。同时，各假日学
校还制定安全预案，落实专门安保人员，
确保安全工作到位。
“我们在课程设置上
以能交友、增加见闻、拓展能力为目的，
让孩子开心，家长省心，社会放心。”区关
工委主任金银根说。

记者走进南苑街道新城社区、文仪社区假日学校

阅读延伸

坚持公益办学 八年铸就品牌
我区“快乐假日学校”主要面向流动
留 守 儿 童 、外 来 务 工 人 员 子 女（
“小候
鸟”
）、残疾人家庭子女、低保家庭子女为
主及其他有困难需求的青少年，坚持公
益性方向和服务性定位，秉持公益免费、
自愿参加的原则。
八年来，
“ 快乐假日学校”已成为我
区关工委一个品牌，孩子们在这里坚定

了理想信念，锤炼了道德品质，丰富了学
识素养，发展了兴趣爱好，同时也提升了
实践能力，交到了新朋友，度过了愉快而
有意义的暑假。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假日
学校为载体，充分发挥关工委组织密切
联系群众的优势，努力注入更多的快乐
元素，让孩子和家长拥有更多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金银根说。

余杭公安交警
城区中队孙涛
被授予
“区维护治安
好市民”
称号

南苑街道文仪社区活动室里墨香浮动，退休教师黄大琳正在给同学们上书法课。
前天上午，记者来到南苑街道新城
社区会议室的假日学校，与孩子们一同
体验了一节甜品制作课程。
“哦耶，今天要做木糠杯！”看到老
师准备的素材，一年级的沈曦激动地欢
呼起来。随着老师一声令下，20 多名孩
子争先恐后地坐到长条桌两边，铺饼干
底、挤奶油、摆水果，房间里充满了欢声
笑语。
每到暑假，孩子们可以尽情撒欢，可
父母却头疼不已。蒋女士是今年第一个
带孩子报名参加新城社区假日学校的家
长。她说：
“ 我和孩子她爸白天要上班，
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没精力照顾小孩，在
家一整天就是看电视玩 PAD，一个暑假
下来，眼睛都要弄坏了。孩子在这真的

挺好的，
我也就放心了！”
“暑假给孩子报兴趣班，至少也要
100 元一节课，假日学校给我省了不少
费用。”文仪社区梅女士告诉记者。
“我
是个环卫工人，每天工作时间比较长，没
有精力辅导女儿功课，假日学校请的都
是专业的老师，高品质托管，我很放心！”
王静女士告诉记者。
假日学校坚持公益办学着实减轻了
家长的负担。南苑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非常重视关
心下一代工作，专门落实经费、场地和人
员，让每个来上课的孩子不花一分钱。
今年，我们共投入 20 余万元用于假日学
校建设，街道总工会也投入 2 万余元，为
孩子们购买学习用品。”

创特色工作法让百姓生活更美好

记运河街道优秀党务工作者陈红英

记径山镇小古城村党委委员徐林玲

（记者 潘怡雯） 说起陈红英，杭南村
的工作人员赞她“有着一股子踏实勤奋、敢
于担当的拼劲儿”。为了尽快适应新岗位，
她从最基础的建立台账、整理档案开始摸
索熟悉行政工作，
走村入户，了解民情。
通过一次次顶着烈日、冒着风雨的走
访，她注意到了杭南村的水质问题。杭南
村一带土地征用和土地流转较多，不少农
户把家附近的池塘慢慢围成了“田”。陈红
英说，
“ 村民在里面不仅种起了蔬菜，还养
起鸡鸭，肥料、家禽粪便流到池塘里。”陈红
英内心十分着急。
2017 年，
“ 美丽余杭”建设的开展为推
进水环境治理带来机遇。陈红英向村委班
子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并提出了整治建议。
经众人商讨，杭南村着手对小微水体进行
彻底整治。
作为“河小二”，陈红英整治前利用休
息时间上门开展宣讲，提高农户意识，她
说：
“ 每做通一户，就感觉离环境改善近了
一点。”这也是工作给予她的成就感。整治
时，陈红英常常在现场监督，从清除农户的
“围墙”，池塘清淤，到岸坡修复，她和志愿

徐林玲现任小古城村党委
委员，
“党性最强、作风最正、工
作出色”是她对自己的基本要
求。从事组织工作以来，她在
本职岗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勤奋履职，出色地完成了各项
任务，为小古城村党建工作作
出了积极贡献。

右为陈红英
者们及时对周边环境卫生进行清理，并抓
住机会劝导农户禁养鸡鸭。曾经“脏乱差”
的池塘恢复了清澈的面貌，近 500 户农户
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完工。
“担得起事情”，村党总支书记周鹏飞
是这么评价陈红英的。前段时间，杭南村
一边在创建区级党建示范点，另一边“美丽
乡村”精品村创建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两
项重任，陈红英都是主力。责任心强的她
从前期的招投标、文案策划，到现场施工，
再到验收，全程参与。因为白天忙于入户
动员，她只有晚上与策划公司对接文案和
设计工作，经常加班到深夜。令她印象最
深的是，有一天晚上，她又累又困，拿着手
机就睡着了。
“ 醒过来已经凌晨 1 点，时间
又少了一点，急死我了。”第二天一早，她就
和对方的项目经理联系，跟对方说：
“ 一旦
一分钟内没回复，立马电话联系我。”有了
这般“拼命三娘”的态度和全村上下的努
力，杭南村在去年成功创建了区级党建示
范点，并被评为 2017 年度运河街道先进基
层党组织。

本报讯 （记者 李书畅） 日常生活中
我们所见、所用的物件都是怎么被生产出
来的？背后的“工匠”们又是付出了怎样
的努力？时代变迁，我们仍需要“工匠精
神”，它的精髓在于专注、严谨、耐心、注
重细节，在不断磨练、完善自己技艺的路
上，淡泊名利，
追求完美。
这个周末，余杭晨报联合崇贤街道总
工会，共同开展“小记者走近崇贤工匠”活
动，带领小记者们近距离接触工匠们，通
过实地采访，真切体会
“工匠精神”。
活动时间为 7 月 14 日和 16 日两天，分
两批进行（下午 12：30—16:30），全区在校
中小学生均可免费报名，年龄在 9—16 周
岁为宜，
每批次 15 人，
报满即止。
报名可关注余杭晨报微信，发送关键
词“工匠”进入报名页面。活动当天将由
专人负责带领集体乘坐车辆出发，行程中
须听从工作人员指挥，遵守参观厂区的规
则与制度，待结束后两天内须提交一篇采
访稿，经崇贤街道官方微信上综合评选
后，将在余杭晨报上择优刊登。

美丽余杭人

扎根美丽乡村 绽放美好青春
青春是多姿多彩的。2008
年 10 月，陈红英以大学生村官
的身份进入运河街道杭南村，
开启了属于绿色和田野的青春
历程。不知不觉中，她已经在
基层扎根十年，用兢兢业业的
工作态度、可圈可点的业务能
力获得了村民、同事和领导的
认可，并在去年当选为杭南村
党总支委员。

晨报小记者走近
“崇
贤工匠”
活动报名啦

“孩子在这真的挺好，家长很放心”

社会各界参与 踊跃奉献爱心
快乐假日学校开办以来，涌现出许
先恐后表达一份爱心。
多优秀志愿者。例如，浙江省最美禁毒
据介绍，我区“快乐假日学校”由学
人、省杰出十大平安志愿者吴敏强老师，
校、村社、企业、政府、民间组织五种力量
近日他因心脏衰竭再次住院，但他放心
积极参与办学，由镇街关工委统一领导
不下假日学校的孩子们，吸着氧气，打着
协调。多年来，形成了以村社、企业负责
点滴，在病床上备课；退休老师曹伟田数
人为主体的领导管理队伍、以在职、退休
年来不辞辛劳，冒着酷暑奔波在各个社
老师及其他“五老”为主体的教育辅导队
区假日学校之间，让好家风代代传。还
伍、以有特长的爱心人士、回乡大学生为
有全国故事大王、余杭区电视台主持人
主体的志愿者队伍。党员志愿者参加
王慧，每年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为 “快乐假日学校”活动还纳入余杭区党员
孩子们带来新奇的故事……在区街两级
先锋指数信息化管理考核。
关工委的引导下，社会各界全民参与，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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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宋晗语） 2011 年，徐林玲开始
接触党务工作。她本以为党务工作是整
理文案，一年下来发展几名新党员的“轻
松活”。
“ 到了岗位后我才发现，如果光喊
口号，既营造不了良好氛围，更无法让党
建工作发挥引领作用。”徐林玲意识到自
己的职责不应只是整理台账这么简单，而
是要做到上情下达，把基层党群工作搞
活。
徐林玲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通过每月一次的主题党日，将重要精神传
达给基层的每一位党员。在每月开展的
主题党日以及全民清洁日中，她总是仔细
思考，组织开展适合小古城村的活动。例
如在刚过去的全民清洁日中，徐林玲从本
村实际出发，带领各网格支部党员并动员
村民一起清理道路两旁的杂草，受到村民
点赞。
除此之外，她还创设了“四五六”网格
支部工作法，即采用一提、二论、三决、四
做的方式，围绕主题党日的“五个一”活
动，从群众反映开始，到分层收集、上报挂
号、分类处置、进度通报，最后反馈销号的

六级闭环，由党员深入到群众收集亟待解
决的问题，用民主协商的方式把群众问题
消化在最基层的网格内。
“比如墙绘，有些
农户会提出意见，不愿意彩绘画到自家的
墙根，我们就让党员去了解是什么原因使
老百姓有异议，把问题集中在主题党日中
讨论。”徐林玲说，在小古城村，村民们的
事情不管大事小事都是有商有量，把“四
五六”网格支部工作法与“党建+民主协
商”融合在一起，根据问题难易程度限期
解决，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从群众
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小古城村很少有矛
盾积累，各项工作也都能开展得十分顺
利。
徐林玲担任小古城村党委委员的这
几 年 ，村 里 党 建 工 作 的 进 步 有 目 共 睹 。
172 名党员，每位党员的政治意识明显增
强，村民们参与村里事务的积极性也大大
增强。徐林玲说：
“比如庭院整治，放在以
前，大家不免会有‘庭院是我家的，我自己
会处理’的想法。但现在人人都有‘当家
人’的意识，小古城村发展得越来越好。”

本报讯 （记者 陈轶东 通讯员 李鑫
星 林辉）“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表彰奖励
孙涛同志见义勇为先进事迹，大力弘扬见
义勇为精神，使余杭公安队伍中更多地民
警、协辅警愿意见义勇为、敢于见义勇为，
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余杭公安交
警城区中队，孙涛接过花束和荣誉证书后
庄重地敬了一个礼……近日，区见义勇为
基金会向交警城区中队乔司工作站辅警孙
涛同志授予“余杭区维护治安好市民”称
号。
五月的一个傍晚，乔司街道城隍中路
与永乔路路口发生煤气管道损坏、煤气泄
漏危险情况，煤气泄漏点正处于繁华地
段。余杭交警城区中队接指令后，指派乔
司工作站辅警孙涛、谢丰平先期赶往处
置；到达现场后，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煤
气味，为避免事态扩大，造成人员伤亡，
孙涛面对煤气泄漏遇火星可能导致爆炸、
火灾以及中毒的危险威胁，当机立断，安
排同事谢丰平位于远离泄漏核心指挥疏散
人群，自己则在靠近泄漏核心区域，有序
开展维护交通秩序、引导行人避让、疏散
围观群众、劝离住户撤离等工作，以确保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孙涛因长时间在煤气
泄漏环境中执勤，出现呼吸急促、头晕、
呕吐等症状，送往医院后被诊断为一氧化
碳中毒。经连续三天住院治疗，脱离生命
危险。
“其实这只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件
很普通的事，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在那一刻
都会伸出援手救人，更何况是我们身穿制
服、头顶国徽的人。”孙涛表示，当时事态紧
急，一心想着劝离疏导中心现场围观的人
群和车辆，避免造成人员伤亡。
“ 虽然说我
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辅警，但我始终问心
无愧，因为我热爱交警这份工作，更牢记这
份责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发扬我
的干劲，勇于担当，冲锋在先，为道路交通
管理工作奉献我的力量。”他表示，下次再
遇到这样的情况，自己还会义无反顾地冲
锋在前，
不辱使命。

中泰、闲林多形式
开展
“7·11”
世界
人口日宣教活动

本 报 讯 （记 者 孙 晨 张 孝 东 通 讯
员 胡炳华 汤葛月人 沈程明）7 月 11 日是
世界人口日，中泰街道围绕人口日主题，
举办了一场才艺大赛。14 个村社的妇女
儿童，带来了笛子演奏、竞技健美操、古典
舞、架 子 鼓、朗 诵 等 形 式 多 样 的 精 彩 节
目。中泰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 此前我
们向各村社征集了才艺大赛的节目，希望
通过这样一次活动，让更多人关注、关心、
爱护妇女儿童。”
前日下午，闲林街道计生协会结合
“林下讲堂”理论宣讲活动在街道开展了
“7·11”世界人口日暨“优生优育”知识
宣讲。活动邀请了余杭区妇幼保健院副
院长谭建琴主讲，围绕孕前保健、生育
高危因素、预防出生缺陷的方法措施、
加强孕期保健以及如何进行胎教等方面
进行讲授，通俗易懂的讲课方式获群众
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