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松岙“三宝”

大成 张恺世
松岙是个“有山有海有田”的好地方，过去“省元塘稻

苗、金山峡红桃、白溪苔荞”三种特产很有名气，被称为松

岙“三宝”。

先说省元塘稻苗。省元塘建于南宋建炎年间，属老

塘田，且位于松岙村庄东南处。由于村庄地势西北高、

东南底，每逢大雨，村庄污泥水顺势流入省元塘，在过

去缺少肥料的年代，污泥水就是好肥料。俗话说：“庄

稼一朵花，全靠肥当家。”在省元塘种下的稻苗生长

快、长势好、产量高，所以省元塘稻苗被列为松岙“三

宝”之首。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省元塘区块被列入《松岙东扩

发展计划》，先后建设兰芳新村、松岙综合农贸市场等。

其中，下湖线改道（从振兴路到二号桥）工程采用沥青浇

筑路面，长约 1千米、宽 20米，道路两旁建有整齐划一的

店铺，成为松岙美丽的“东大门”风景，使松岙整体面貌大

为改观。省元塘成为历史。

再说金山峡红桃。金山是座悬山，东接松宁畈、南临

嘉禾塘、西靠中塘江海湾、北近前山。金山最高处约 30
米，且山体平缓，土地肥沃，宜于栽种红桃。除南面是柴

竹外，东西两面栽种桃树。由于栽种面积广、果实品质

好，金山红桃名气远扬，被当地人列入松岙“三宝”。

最后说的白溪苔荞，属于海产品，据传与布袋和尚有

关。有一年冬天，天寒旱地冻，蔬菜稀少，在千亩塘（现裘

村镇翔鹤潭村西）打塘的百姓无蔬菜可吃。布袋和尚见

此情景，就将一只草鞋丢到海里，第二天海涂里长出一片

绿色苔荞。布袋和尚指点村民将苔荞当菜吃，所以苔荞

又被称为“苔菜”。当地还传说，苔荞生长地处于（东至湖

头渡、西至桐照）一带，跟布袋和尚丢下的那只草鞋有关，

它随象山港潮水漂动，潮落时草鞋漂到湖头渡，涨潮时草

鞋漂到桐照，所以湖头渡到桐照之间有苔荞，其他地方海

涂没苔荞。

值得一提的是松岙白溪（大埠村西）一带的苔荞，因

细嫩、品质好、味鲜的特点远近闻名，人称“白溪苔荞”。

每年村民在立冬时节，在海塘坝上敲好苔荞榔桩，布好草

绳，做好苔生耙、苔荞菩蓝等撒苔荞准备，开始下海撒苔

荞。苔荞有冬苔、春苔之分，立冬到立春之间收获的称为

冬苔，其细嫩、品质好。除晒干外，苔荞还可制烂苔生，用

咸齑卤调和，吃之爽口，也是一道美味佳肴。苔荞运往宁

波等地，经济收入十分可观，是当时松岙的一大特产。春

苔由于气候转暖，苔荞生长较快，显得粗壮，产生苔根，苔

荞厚得像棉被一样，潮大时被潮水带到港埭里，养猪农户

取来当作喂猪的好饲料。

行走松岙行走松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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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贤君）日前,松岙

镇近 1000名志愿者参与“汇聚干群合力，

共建美好家园”党日活动,助力宁波争创

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

为扎实开展共建“我们的家园”暨文

明城市创建，该镇成立专项整治工作组，

安排专人全天候下村（企业）指导，同时，

对标对表找差距、落实整改补短板，举全

镇之力打好文明城市创建“五大战役”。

打好镇域全面整顿战。在镇区范围

内，尤其对主干道路加强执法，确保做到

行人、车辆有序通行。积极利用“街巷跑

长”、交通协警、城管义工、网格员、志愿

者等力量，开展文明巡街行动。开展农

贸市场周边秩序大整治，加强市场内部

管理，消除地面保洁不及时、跨摊营

业、“三白”不到位、消防设施不规

范、占道经营、活禽宰杀、乱停车等问

题。强化建筑工地巡查，切实解决施工

场地没有围挡或围挡不规范问题，并要

求做到文明施工、规范施工，确保施工

不扰民。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做到相关

证件制度齐全并上墙；开展文明就餐活

动，落实公共用品用具消毒制度，确保无

过期、变质、伪劣食品。

打好城乡环境整洁战。全方位整治

镇区各主要道路、背街小巷、街区、公园

广场、厕所等环境卫生，做到硬件设施完

好、卫生无死角。对各类建筑特别是屋

顶楼顶陈年堆放物、各类垃圾等开展清

理整治，确保各类建筑设施整齐美观，环

境干净整洁。同时，做到河道水质良好、

河面无漂浮物、路面无垃圾、田间无废弃

物、庭院无乱堆放。镇政府办公区域、学

校、医院、基层各站所、各窗口单位等纷

纷开展环境卫生专项大整治，确保做到

单位内部环境干净整洁有序及各类设施

完好无损，按照要求做好垃圾分类。

打好环境专项整治战。集中精力消

除小区内乱停车、乱种菜、乱晾晒、乱张

贴、乱涂写、乱堆物、乱搭建、乱拉线等乱

象，修补地面破损。强化创建氛围，在村

（居）显著位置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市民文明公约和居民公约等，设置

“遵德守礼”提示牌。排查辖区公共设

施，确保体育锻炼设施、无障碍设施维护

良好。同时，提高群众对文明城市创建

的知晓率。

打好文明习惯养成战。围绕“使用

公筷”“一米线”“垃圾分类”等行动，组织

群众开展文明习惯养成活动。要求宾馆

饭店、10桌以上的餐馆都要使用公筷；加

强对营运车辆驾驶员的教育培训，要求

各驾驶员都能知晓文明城市创建，并在

营运时礼让斑马线；开展垃圾分类集中

整治，加大督查、检查力度；在公共场所

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知识，努力杜绝无人

员争吵谩骂、使用低俗语言和随地吐痰

等不文明现象。

打好公益广告提质战。及时整改破

损、脱落、过时的公益广告，加快完成“文

明健康 有你有我”“使用公筷”等文明

城市创建相关的公益广告布置，并增加

镇区范围内LED大屏幕公益广告的刊播

频次，确保建筑围挡上有公益广告宣传，

商场、超市、宾馆饭店有公益广告氛围；

完成主干道以外的次级道路、村（居）、公

共场所、村级市场等公益广告设置，并在

进镇主干道和镇区主要街路两侧增设公

益广告。

镇党委负责人表示，要将共建“我们

的家园”活动作为一项长期性、基础性、

战略性工作。在推进中，做到节奏更快、

力度更大、发动更广、方法更新、作风更

实，切实提升城镇内涵品质，对标“八大

美丽专项行动”，持续在美化提升上狠下

功夫。在长效机制建设过程中，严格规

范管理，督促群众养成良好习惯，最终形

成群建群治、长建长治的体制机制。

共建“我们的家园”

松岙着力打好文明城市创建“五大战役”

本报讯（通讯员 李贤君）今年以来，松岙镇坚持

“政府组织、部门协作、全民参与、属地管理、科学治

理、社会监督”原则，以提高群众健康水平和构建和谐

社会、建设新农村为目标，全面落实责任、强化措施，

动员全镇上下迅速行动起来，以决战姿态，打好国家卫

生镇创建攻坚战。

“创建国家卫生镇不仅有利于改善松岙人居环境、

提升群众生活质量，还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松岙

镇竞争力、吸引力，树立松岙新形象。”镇党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要真抓实干，狠抓整治，确保创建目标按期

实现。

目前，该镇自己成立创建国家卫生镇工作领导小组

和工作指导组，制定《松岙镇创建国家卫生镇工作实施

方案》，召开工作动员大会及各部门协调会，按照创建

标准及要求，分解任务、明确分工、落实到人。同时，

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发动，形成家喻户晓、人人参

与的良好氛围。

在巩固省卫生镇的基础上，各职能部门针对存在的

薄弱环节，积极开展环境卫生、农贸市场、“五小”行业和

镇容镇貌、河道清洁、家禽家畜散养、建筑工地、道路维

护、病媒生物防制、健康教育与促进等专项整治行动，建

立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和监督检查办法。重点抓好镇建成

区集贸市场改造提升、“五小”行业规范经营、“四害”孳生

地整治、“六乱”现象清理、食品安全管理等。

该镇结合“日检查、月督促、季考核”的方式，加强对

各村、各单位创建工作的检查指导；邀请区爱卫办专家指

导国家卫生镇创建。对进度不快、创建工作拖拉的村、单

位发出整改通知书，限期改正，并要求其认真总结自查自

纠结果及改进措施，做好全面评估，确保保质保量及时完

成整改。

镇机关各部门、各村（居）、企事业单位对照标准，全

面做好整改和査漏补缺，落实卫生长效管理机制，巩固整

治成果，争取以最好的成效通过评审。

真抓实干 狠抓整治

松岙积极争创国家卫生镇

本报讯（通讯员 李贤君）今年以

来，松岙镇西岙、上汪、五百岙等村启

动省A级景区村庄创建，大埠村开始

创建省AAA级景区村庄，同时争取完

成裘古怀烈士纪念馆的建设和内部陈

列布置。

去年以来，松岙镇根据《浙江省

景区镇服务与管理指南》《浙江省景

区镇 (乡、镇)评定管理办法》 等标

准，结合自身实际，以“建设滨海健

康旅游特色镇，全力打造奉化美丽东

大门”为目标，创新旅游新业态，完

善旅游新功能，扎实推进省AAA级

景区镇创建，努力成为浙江省旅游产

业新聚集点。

“以规划保护为前提，全面展现魅

力，争创文化传承、多产融合、农民増收、

长效发展的浙江省AAA级景区镇。”据

镇党委负责人介绍，目前，已成立景区镇

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分解

任务目标，并召开动员大会，安排部署创

建工作，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

的创建氛围。

该镇抽调精兵强将，抓紧完成基础

配套项目建设任务，加强主干道沿线环

境治理，重点加强村庄整治、通景公路

建设等，并通过召开创建工作推进会、

分析会、督查会等方式，掌握各责任单

位工作动态，并及时研究解决存在问

题，查漏补缺，推动各项创建工作顺利

开展。

强化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

筑保护力度，出台有效的文物保护管理

办法，加强自然和人文资源保护。充分

挖掘松岙旅游风情，吸引外来游客。利

用健康旅游小镇、最美风车公路等景观

及节庆风俗，让更多的游客参与，感受

海洋文化，让整个松岙镇充满滨海旅游

气息。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旅游服务

平台。完善旅游集散中心、导览标识系

统设计与建设、交通服务系统等公共服

务设施，并结合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的

发展要求，打造旅游+文化、旅游+工
业、旅游+农业等平台，服务于各种游

客群体。

加大综合保障力度，落实长效管理

机制。健全景区镇安全管理制度，完善

综合安全管理队伍建设和应急预案机

制。制定全面的培训制度，明确机构人

员、经费落实；完善游客投诉处理机制，

对外公布投诉电话，设置投诉信箱、意见

簿等；积极营造创建氛围，通过互联网、

电视、报刊等媒体广泛宣传省AAA级景

区镇创建；开通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提供

预订住宿、商品、娱乐、餐饮等服务，切实

提高松岙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坚持以景区理念规划全镇，以景点

要求建设城镇。”镇党委负责人表示，将

依托当地丰富的山水、人文资源，以省

AAA级景区镇创建为契机，强化旅游资

源的保护力度，完善旅游景区基础设施，

优化旅游服务，努力打造“处处皆风景”

的旅游空间环境。

全力打造奉化美丽东大门

松岙扎实推进省AAA级景区镇创建

本报讯（通讯员 李贤君 李昕）

近日，松岙镇妇联组织 12个村的妇女

干部赴萧王庙街道学习交流美丽庭院

创建经验。

山清水秀好风光，田园牧歌相伴

随。漫步在充满诗情画意的乡间小路

上，妇女干部一路观行，不禁感叹

“书香桃源”醉人的温婉和静雅，被

一幅幅“人在景中，景在画中”的乡

村美景所陶醉。

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一定要

以此次参观为契机，将学习到的好经

验、好做法运用到本村美丽庭院创建

中，重点围绕“突出示范、拉高标杆”的

要求，引领党员群众“家家争做镇风八

则带头户、户户争创公益行动先锋

户”，力争涌现更多有品位上档次的美

丽庭院示范户，共同推进全镇美丽庭

院创建再上新台阶。

学习交流美丽庭院创建经验

镇妇联组织妇女干部赴萧王庙“取经”
本报讯 （通讯员 李贤君 李

昕） 日前,省委宣传部、省农村文化

礼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

2019年验收合格的全省300家五星级

农村文化礼堂名单，松岙镇海沿村榜

上有名。

海沿村注重挖掘村史村情、乡风

民俗等传统文化资源，结合共建“我

们的家园”，努力通过文化建设来凝

聚人心。

每年，该村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

士、专家、学者，围绕“践行我们的

价值观”开展学习培训、主题实践活

动，并利用文化礼堂、文化广场，定

期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根据文化礼堂

活动计划，积极开展“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节日”等主题实践活动和“春泥

计划”“学雷锋”及各种传统礼仪活动，

使文化礼堂成为凝聚人气、陶冶情操、

休闲放松的精神家园。

上榜浙江2019年度五星级农村文化礼堂

海沿村：挖掘特色活动 打造精神家园

▲镇人大主席团组织人大代表督查镇农贸市场等地，助力“我们的家园”

建设。

▼海沿村环境整治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