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施璐莎

在宁波，湾底村被誉为“都市
里的乡村、城市中的花园”，已成
为很多城里人的艳羡之地。在“班
长”吴祖楣的带领下，村党委一班
人发动全村千余名村民，30年励精
图治，走出了一条“以工哺农”、
农旅结合的新型乡村发展之路，彻
底甩掉昔日“烂眼村”的帽子，成
为名副其实的“亿元村”。全国生
态村、全国文明村、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
国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五星级园区
……每一块闪亮荣誉牌的背后，都
是湾底人创业拼搏的真实写照。

去年，湾底村党委被评为全国

先进党组织，“湾底经验”从省、
市走向全国，“这既是对村班子以
往成绩的肯定，同时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鞭策我们一如既往加油
干，交出更好的成绩单”，村党委
副书记许明良这样说。2016年，湾
底村工贸、旅游两大“支柱”携手
并进，成绩斐然。位于安徽的新生
产基地发展势头良好，西江古村、
植物园、天宫城堡、玫瑰园等农业
休闲旅游项目年接待游客量达 50
万人次，村经营性净资产达到 6.5
亿 元 ， 集 体 年 可 用 资 金 2600 万
元。去年年终，每位股东 （社员）
分红1.1万元。

在湾底村村口，镌刻在文化石
上的“创业万岁”醒目大字已成为
湾底人的“奋斗基因”。眼下，村

党委瞄准教育、金融等新兴产业，
谋划第三次创业。许明良摊开规划
图 纸 说 ， 村 里 拿 出 最 好 的 90 亩
地，由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宁波天
工实业和鄞州蓝青学校三方一起创
办蓝青小学，项目总投资约 3 亿
元，总建筑面积 5.3 万平方米，打
造硬件、师资一流的高端民办小
学，“眼下，第一批招生报名十分
火爆。新校舍建设施工很快就开
始，预计明年秋天就可启用”。去
年，新建成的观景台可以让游客一
揽天宫庄园胜景。此外占地 1500
平方米的旅游集散中心、博物馆集
群、蜂巢民宿等一批新的文化产业
项目正全面铺开建设，村里还准备
引入工业旅游元素，进一步提升景
区品质。

点绿成金，铺就了湾底生态发
展之路，弹奏出一曲动听的“田园
牧歌”。

在 30 年湾底村的创业史中，
村党委“人民第一”的理念始终贯
穿。发展的成果，让村民共享，

“在老百姓身上，一定要舍得花
钱，让农村人也过上城里人的生
活”。湾底村用了 5 年时间，拆掉
旧屋，建设新村，让所有村民住进
新房子。村里先后建成图书馆、夕
阳红乐园、幼儿园以及休闲公园、
篮球场、网球场、乒乓球馆等活动
中心，人均住房达 70 平方米，真
正实现“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使村民享受

“5分钟生活服务圈”。
走在湾底村新村中，一栋栋住

宅、别墅错落有致，鸟语花香。沿
路标示牌、文化石上，随处可见

“敬业”“心善体勤”等格言。村民
老陈说，村党委非常关心百姓的生
活。去年，村干部深入走访调查，对
新村内很多设施进行整修，像楼前
的 100 多个长条石凳就是新搞好
的，方便村民纳凉聊天，晾衣架也是
统一做的，“小区环境更漂亮了！”

在新村一期里，湾底村气势不
凡的新文化礼堂正在加紧施工，已
雏形初具。许明良告诉笔者，这个
项目是开会通过的，建筑面积2000
余平方米，预计投资 300 余万元，
可摆下 40 桌酒席，建成后可供举
办大型文娱活动，还能方便村民在
家门口办婚宴之用。面对不断增加
的私家车，村委会去年下半年对新

村内闲置空地和部分绿化进行调整
改造，拓宽道路，新增了 100 多个
停车位，且引入物业管理公司，实
施进出车辆有序管理。“通过开展

‘和美家庭’等系列创建评选活
动，让湾底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
加丰富，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

创业激情生生不息，发展成果
共有共享，湾底村的“乡村传奇”
还在不断延续。

湾底村湾底村：：产村融合书写产村融合书写““乡村传奇乡村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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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吉晶
宁海记者站 陈云松
通讯员 葛和平

春茶季虽即将过去，在宁海茶
院乡张家村北山上的宁泽茶业有限
公司茶厂里，制茶能手张伟华带领
茶农们还在赶着制作销往欧盟、日
本和美国等地的各种高中档绿茶。
入春以来，因为品质好、销路旺，
他的茶厂今年产值达到800万元。

高中毕业后，张伟华参军入伍
成了一名消防兵。三年的消防员生
涯令他一生难忘。三年里，他多次
获得部队嘉奖。

1996 年年底，张伟华光荣退
伍。他做过商场保安、模具学徒，
最终回到家乡当起了茶农。从军人
到茶农，不同的身份却有着同样的
执着和信念。张伟华在部队里成
长，在商海中奋斗，他说唯一且最
终的目标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

动村民们一起致富。
“当年家里除了手炒的名优茶

外，做得最多的是珠茶。”张伟华
说，那时茶叶行情很好，一年仅名
优茶的产量就有 50 多公斤，按照
每公斤 600元计算，一年收入可达
3万元。2006年，张伟华承包了茶
院精制茶厂，大量收购附近茶农生
产的粗制茶，加工分类后销往全国
各地。

好景不长，2011 年，茶院精
制茶厂出现了严重亏损。“再做下
去就是死路一条，只有走出去才有
活路。”痛定思痛，他带着妻子来
到绍兴，考察学习烘青片、蒸青片
的制作，经过 3年的努力，他们将
蒸青片的产量做到了一年 300 多
吨，产值超过 300多万元。他还不
远千里，到云南蹲点半年，拜师学
习红茶的制作工艺。摊青、揉捻、
剪块、自然发酵、烘干……凭借着
以往制作绿茶的经验，从云南回来
后，张伟华和妻子便开始着手尝试
制作红茶。

期间，张伟华两次远赴云南取
经求学，还参加过当地成人学校举
办的茶叶种植管理和制作培训、宁
波市新型农民职业经理人培训班、
市农业优秀领军人物培训班。功夫

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实践，张伟
华成功生产出望海红茶，去年还获
得了“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金
奖。

红茶是在绿茶的基础上创制而
成，但其中还是有很大区别，制作
工艺更为烦琐。“初期几乎是做一
年扔一年，损失了近 10 万元的采
购费。”虽说心疼这些茶叶，但张
伟华认为，失败不可怕，要在失败
中总结经验。他还说，制作红茶过
程中碰到的各种困难，不仅没有令
他们有任何退缩的想法，反而加深
了夫妻俩制作红茶的兴趣，甚至达
到了一种如痴如醉的程度，也更坚
定了他们让宁海的茶叶走向世界的
决心。

经过 18 年的坚持，如今，张
伟华的茶厂成了宁海望海茶的生产
基 地 ， 茶 叶 种 植 面 积 有 2000 多
亩，有红茶和绿茶，品种有望海 1
号、迎霜、福鼎大白、鸠坑等 10
多种，年产茶叶 400吨，产值 1500
万元。除了北京、上海、福建等，
他的茶叶还出口欧盟、日本、美国
等地。他成了行业内有名的红茶制
作商，并带动 300 多户茶农致富，
实现了当初要把宁海茶叶远销海外
的梦想。

张伟华：从消防班长到制茶高手

通讯员 童诗涵
本报记者 朱军备

人间最美四月天。这几天的鄞
州区瞻岐镇，山海清秀，田野如
画，游人如织。瞻岐人特别好客，
要是碰上陌生人前来问路，都会在
前带上一段，直至目的地。正当道
别时，却常听到身后客人急迫的呼
声：“再等一下，请问哪里能吃到
正宗的敲骨酱？”

瞻岐地处海滨，向来以出产和
烹饪小海鲜出名，比如乌葱烤麦
鱼、卷金龙、红落头虾等等，都是
很有名的好菜。而敲骨酱与海鲜无

关，却名声大振，这是为什么？
这是一道极其低调的菜品，其

貌不扬，类似于婴儿吃的米糊，整
盆菜里又没什么东西可嚼。但对于
外地游客来说，敲骨酱三个字仿佛
就是个传说，只闻其名不知其味；
而对于少小离家的瞻岐人来说，这
道菜就是睡里梦里的滋味。

敲骨酱又是一道极其挑剔的
菜。按照瞻岐行家的说法，制作敲
骨酱，食材就一定要选用新鲜的猪
骨头，最好是大块的猪腚骨或扇
骨。先在锅里烧起热油，把敲碎的
骨头放入油锅，接着一遍遍地翻
炒。骨头一定要敲，而不能用刀
斩，否则就风味全无了。直到炒得
微焦，然后放入高压锅蒸，加水文
蒸四五个小时，直到骨头炖酥。最
后，再起锅，用已磨好的早稻米
粉，打勾芡，边加入边搅拌。这其
中火候的老与嫩，浆的烫与温等，
尽在民间厨师的掌握之中了。

敲骨酱的做法复杂，做起来又
十分耗时，可谓菜品中低调的奢

华。故而即使到了当地，也很难觅
得到真正的美味。怪不得外来游玩
的客人总要拖住当地人问一句：哪
里能吃到原汁原味的敲骨酱？

高手在民间。瞻岐海塘边黄牛
礁边上，有一家不起眼的小餐馆叫
银达餐馆，临海而建，房前是海
堤，房后是河流。虽地处偏僻，但
前去就餐的客人络绎不绝，据说要
提前几天才能订到一桌好菜。

银达餐馆的大师傅何银达今年
30多岁，是个实实在在的汉子，独
创了十几种招牌菜。他自豪地说：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冲着我家的敲
骨酱来的！”各人做敲骨酱，味道
都不尽相同。为何这敲骨酱特别美
味呢？他说，那是母亲的传授，有
母亲的味道。

笔者跟随他来到了瞻岐镇东一
村的老街里，走了近百步，又拐了
个弯，突然就闻到了巷子深处溢出
来的浓浓的米香。走进一瞧，里间
架着一大锅，下面呼呼地烧着柴
火，何师傅 60 多岁的母亲正炒着

米。何大妈擦了把汗，笑着告诉笔
者：这口味上下更在于米粉，勾芡
一定要用早稻米粉，还不能磨得太
细，这样才能入味。

瞻岐敲骨酱，吸引你的是来自
田野深处的低调与质朴，留住你的
是淡淡时光中的悠悠韵味。

瞻岐敲骨酱：

那抹齿颊留香的糯味

本报记者 王 珏 沈孙晖
通讯员 赵 媛

万亩竹海葱郁，古韵文化悠
悠！4 月 23 日，象山西周举行了
首届象西风情线中德自行车友
谊赛，以“旅游+体育”的模式打
造当地乡村旅游新亮点。

据了解，此次骑行竞赛全
程约 36公里，串起了当地上张
水库、儒雅洋、伊家山、何婆
岭顶等景点。90 余名中德参赛
选手穿梭在如诗如画的山水美
景中，这边刚与上张山水“依依
惜别”，那边就与历史文化古村
儒雅洋“亲密邂逅”……在比赛
中旅游，在旅游中比赛，成了大
家共同的感受。

55 岁的德国选手武士德此
前参加过 10 多次各类自行车
赛，象山还是第一次来。为
此，他比赛前一天专程带着

“战车”，打“飞的”赶来宁
波。此次比赛也给武士德留下
了深刻印象：“西周不但空气
好，还有丰富的竹海、茶山等
山水资源，让人流连忘返，这
是我过去比赛没有体验过的。”

武士德的感受同样道出了
西周镇的“心声”。举办中德自
行车友谊赛，西周“醉翁之
意”在于展示当地的旅游资
源，进而吸引更多“金凤凰”
前来“栖息”。据了解，竹乡西
周可谓“古村古居韵味独特、
山水竹林风光优美、佛教文化
底蕴深厚”，资源禀赋丰富独
特。为此，镇里确定了以“竹
乡古韵文化”为主题的旅游开
发思路。

儒 雅 洋 历 史 文 化 古 村 游
览、隔溪张竹乡民俗文化体

验、西岙郑竹工艺活态传承，
三个村形成品字形地域特点，
充分展示竹乡古韵文化魅力；
蒙顶山禅修文化、伊家山竹氧
吧运动休闲目的地、陈隘竹乡
水车体验基地、九龙山 （大岙
村、车岭村） 竹景影视拍摄基
地等项目建设，形成儒雅洋片
区旅游开发梯度培育态势……
西周镇“勾勒”出一条象山西
部竹乡古韵文化旅游精品线，
全面推进山区休闲旅游开发，
与全县的海洋旅游形成错位发
展，以实现“山海联动”，促进
全域旅游差异化发展。

当前，象山县立足海洋、
文化、生态等特色优势，正大
力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建设。该
县旅发委副主任张建军表示：

“未来会做强做好‘旅游+’文
章，根据不同乡镇特色举办文
化节庆活动，将民俗文化和现
代业态相结合，打造全域旅游
新格局。”

以体育运动
“卖”旅游资源
象山西周打造竹乡古韵文化旅游精品线

端上餐桌的敲骨酱端上餐桌的敲骨酱。。
（（童诗涵童诗涵 摄摄））

树绕村庄，水满坡塘。
暮春时节，走进鄞州下应湾
底村，满眼花红柳绿，空气
中弥散着桑园淡淡的清香。
再过几天，一年一度的天宫
庄园桑果节大幕又将开启，
迎来四方游客。

何 师 傅 正 在 炒 猪 骨 头何 师 傅 正 在 炒 猪 骨 头 。。
（（朱军备朱军备 摄摄））

幽静雅致的村民别墅幽静雅致的村民别墅。。（（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湾底新村碧水环绕湾底新村碧水环绕。。

张伟华在为茶叶杀青。
（陈云松 摄）

比赛现场比赛现场。。 （（朱海升朱海升 摄摄））

选手们在比赛中领略西选手们在比赛中领略西
周山水风光周山水风光。。

（（朱海升朱海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