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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一些主要路口
能否取消设卡

网友霸气沉默：今年的疫情
幸亏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和市民
一起努力才得以控制，现在各行各
业复工正常。个人有几点建议：一
是梅林花园村一些主要路口还是
堵着没开放，半洋村的外环路至
兴海路堵住，梅林振兴街主要路
口两头堵了半条路，对交通带来
很大影响，特别是上下班高峰
期，很多主要路口被堵，无法分
流，个人觉得一些主要路口是否
可以取消设卡。

梅林街道答复：非常感谢你
的意见和建议。按照市委市政府
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截至目前仍
需实行“小门管控”工作要求，卡点
仍需要进行管控，卡点执勤人员仍
需要落实值守。

兴宁北路进入笆弄头村
能否开个入口

网友流浪的欢欢：兴宁北路
改造以后，进入笆弄头村的入口
一个都没有，给笆弄头村民出行

带来很大的不便，建议开启兴宁
北路进入金桥八路的入口。

县住建局答复：关于笆弄头
村地段道路开口事项，我局已于
2019 年 3 月底召集县综合执法
局、县规划局、县交警大队、桃
源街道等单位和笆弄头村相关人
员召开了协调会。考虑行车安全
和规范要求，会议决定：应笆弄
头村需求，将广安路中分带开
口，西侧侧分带不予打开，北侧
进口道压缩绿化带1.5米，增加一
个左转车道。至目前现场已改造
施工完成。

梅林仇家村自来水
何时接通

网友仇东培：请问一下梅林
街道仇家村自来水什么时候能接？

梅林街道答复：目前仇家村
的自来水工程已经列项，县水务
集团在进行水管网设计工作，自
来水接入工作下一步将进行。

哪里能查看
天明湖片区的用地规划图

一网友：请问哪里能查看天
明湖片区的用地规划图？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答复：
会展中心的规划展示馆里可以看
到天明湖片区的用地规划图。

本周关注

记者 曹维燕

最近天气热起来，缑城精彩的
夜生活也开始复苏。在书店里翻
一翻新上的好书，给自己一个短
暂驻足的理由；来夜宵店吃顿夜
宵，缓解下白日的疲惫；在健身
房挥汗如雨，给自己的生活一个
释放的出口……随着夏日悄然而
至，疫情渐趋平稳，多元业态重
启，宁海人的夜生活正迎来复
苏。人们也重新找回熟悉的生活
方式和久违的烟火气。

夜间的烟火气重聚

夜宵是一个城市烟火气的灵
魂，烧烤稳坐夜间外卖头牌，小龙
虾则是吃货心中的挚爱……有人说
夏天的城市是烧烤味儿的，一点都
不为过。在灯火阑珊的街头小弄，
炭火上的牛肉、羊肉、猪肉、筋
皮、鸡翅、韭菜、金针菇冒着滋滋
热气，鲜香麻辣的小龙虾挑动着大
家深夜的味蕾……

随着天气渐热，夜宵店的生意
也越来越好了。住在桥头胡街道的
市民小屠告诉记者，他 4月份之后
就经常去吃夜宵，主要在桥头胡、
梅林、城区一带活动。“不少夜宵
店的生意还是比较火爆的，比如位

于坦坑路的一家烧烤店，每次去生
意都很好，店里一座难求，只能坐
在外面吃。”小屠告诉记者。

位于东门菜场旁的某夜排档老
板张女士也告诉记者，5 月份之
前，来消费的人很少，大家都是打
包带走，基本上没有堂食；5月份
以后，夜宵摊的生意有了起色。

“三四月份的时候，房租、水电等
照付，销售额大幅度减少，基本上
处于亏损状态；如今碰到周末和假
期，已经开始有一波一波的顾客前
来吃夜宵，晚上 11-12点还能迎来
高峰期。”张女士兴奋地告诉记者。

晚上 7点至 8点，位于西子国
际地下一层的美食广场人声鼎
沸，几家比较热门的店铺，像是
鸡排店、小火锅还排起了队。“在
这里可以打卡各种网红小吃，还
是挺过瘾的，基本可以满足对美
食的期待。”市民赵女士加完班，
便直奔这里吃夜宵，点了份馄饨
后，又来了份奶茶。“最近一周，
客流量开始有所回升，用餐晚高
峰也比之前往后推迟一些，大概
从七点半左右开始。”广场一家门
店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尽管营收
暂时还达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
总算重新看到了希望。

文化休闲活动重启

周末，西子广场的一家书店
满座，还有不少人站在书架旁埋
头阅读。“疫情发生以来还是第一

次带孩子到商场，逛完街到书店
坐坐，也蛮好的。”市民孙女士带
着女儿在书架上挑了几本绘本坐
在窗前，“孩子也蛮享受在这里看
书的感觉。”

经常去书店的何女士告诉记
者，上周来到这家书店，里面黑
压压坐满了人，根本找不到位
置。“可能现在能去休闲的地方比
较少，书店成了不少喜欢清净的
文艺人士的最佳选择。大家的读
书热情也确实没被口罩挡住。”

与其他商店相比，茶饮、咖
啡店的人气明显要高出很多。根
据美团点评发布的最新“数据小
报告”，截至 2020年 3月底，全国
饮品店线上复工率达 85%。

傍晚，某知名咖啡连锁店的
室外座椅全部坐满了人。有人端
着咖啡边喝边聊天，也有人在埋
头刷手机，还有人呼朋唤友组了
牌局玩得不亦乐乎……“工作日
琐事太多，幸好周末还能有这么
个地方让自己调整下状态。”市民
小刘说，和朋友逛完街后点一杯
咖啡，在这里聊天侃地，吹吹
风，还是蛮惬意的。而且坐在室
外，空气流通，感觉还比较安全。

“由于饮品具有标准化高、出
餐速度快、包装便捷等优势，可以
通过自提、外带、外卖等多种方式
来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饮品店
在这场复工热潮里的表现尤为抢
眼。”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健身培训活动复苏

晚上 7点半左右，桃源广场的
健身房灯火通明，一派热火朝天
的氛围，大家在里面挥汗如雨，
没有一台器械是空的。从四五十
岁的中年人到二十几岁的小年
轻，有人在跑步机上慢跑，有人
在器械区练腿，大家都很投入。

“现在人比较多，每天晚上 7
点-9 点是健身房最热闹的时候，
有人过去可能还等不上器材。过
了 9 点半以后，人才开始慢慢少
了。”网友“江边”告诉记者。除
了健身房热火朝天，很多体育健
身场所也开始重新营业，如羽毛
球、乒乓球馆等也都开始向市民
敞开怀抱。

最近，各项少儿培训也重新
启动，相当火热。记者在下桥一
家儿童体育类培训场馆内看到，
室内灯火通明，培训室外坐着很
多等待的家长。“我们给孩子报了
一个篮球班，最近开始上课，想
让孩子加强锻炼提高免疫力。”一
家长告诉记者，“孩子晚上在家也
没什么事，学点技能还是好的。”

记者了解到，我县不少培训
机构在 4 月底重启，篮球、平衡
车、英语、舞蹈、主持人等培训
应有尽有，这让有接送任务的家
长开始忙碌起来。市民俞先生告
诉记者，晚上的时间都花在接送
孩子上了，但是感觉回到了以前
的正常生活，还是挺欣慰的。

蛰伏已久,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夜生活顺势复苏

多元业态重启点亮“夜宁海”

昨日，跃龙街道车河社区党员志
愿者正在辖区老旧小区楼道里检查楼
道灯。近日，该社区全面推进“红心
照亮回家路”老旧小区楼道灯改造计
划，组织党员志愿者对辖区的20余
个楼道开展巡查，修复楼道灯，点亮
居民回家路。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陈祎祺 摄）

“红心”照亮回家路

据气象消息，近日我县有强降雨，为做好全县安置小区的防汛工作，宁海
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增加排查班次，重点加大排水系统检查、建筑物安全巡视及
监控等设备检测，以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图为保安人员正在检查窨井。

（通讯员 小胡 摄）

做好防汛工作
确保小区平安

自4月份以来，各
大中小学陆续开学，
各社区的党群同心圆
爱心护苗行动也相继
开始。银河、北星、杏
树、怡惠等社区党组
织积极开展“爱心护
苗行”活动，志愿者们
配戴口罩，引导接送
车辆至指定地点停
放，接送孩子过马路，
维持校园周边秩序，
保障孩子们双重安
全。

社会的援助、专
业的社工，是推动关

爱援助事业的强力之
一，虽然我们互不相
识，但善意如暖阳、如
雨露，沁浸人心。我

们呼吁更多的人加入
到善行中，创造一个

“不忘初心”的美丽世
界。

每年的六一节，
各社区都会开展形式
多样的活动。车河社
区在六一节到来前，
专门为辖区困难儿童
收集心愿，送上他们
喜欢的、想要的六一
礼物，并创新发展社
会工作者一对一帮扶
形式，让每位特殊儿
童都能得到社区关怀
和帮助。银河、杜鹃
等社区每年都会开展

“党群同心圆·六一送
爱心”活动，为育才小
学、科达学校的孩子

们送上儿童书刊、学
习用品、开展趣味活
动等，对他们的学习、
生活和心理给予必要

的扶持和关心，真正
做到实地宣传，展现
了儿童社会工作的成
效。

今年初，一场突
如其来的疫情打得所
有人措手不及，各社
区迅速组织社工、志
愿者队伍，为辖区儿
童提供社会专业角度
的帮助。车河社区对
父母不在身边、长辈
照顾的儿童采取了特
别行动：电话进行疫
情知识普及工作、上
门送防疫物资、适时
提供心理辅导，缓解
儿童不安情绪。银河
社区天景园小区的刘
医生是一名援鄂医
生，在长达两个月的

援鄂期间，银河社区
专职社工多次上门为
其就读三年级的儿子
开展心理疏导和辅导

作业，促进其心理健
康成长，让刘医生能
够在前线没有后顾之
忧。

伴你同行 关爱入户 守护童心，欢乐“六一” 护苗行动，助力双重安全

“专业社工 守护儿童 托起希望”主题宣传活动

2020年6月第一周，民政部将其定为社会工作宣传周，主题为“专业社工 守护儿童 托起希望”。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做好儿童的培育工作，对社会的发

展会有积极意义。

跃龙街道全体社工结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围绕“专业社工 守护儿童 托起希望”主题开展国际社工日宣传系列活动，号召大家共同携手，播撒阳光，关注儿童健康成长。

通讯员 王赛浓 陈黎赟 陈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