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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通讯员 邵家艳

四大篇章，打造美丽乡村游

“在江北·享江南”，江北区发
布的2017年都市休闲四季游活动
线路中，紧扣时令特色，突出农旅
融合，全年分“春赏花、夏摘果、秋
健身、冬品味”四个篇章，策划系
列活动60多场。

近年来，江北区重点打好农
旅融合、城乡一体“两张牌”，大力
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游。既有串
起鞍山村、保国寺、都市农业园的
观光体验游，也有以慈江和慈城
古县城为核心的文化休闲游，还
有串起北山游步道、灵山、荪湖的
生态健身游。

暖风熏得游人醉，正是踏青
赏花时。“春赏花”篇章推出了樱
花节、荪湖花海文化旅游节等活
动；“夏采果”篇章围绕水果采摘、
清凉度假等主题，将举办慈城杨
梅采摘节、森田蓝莓采摘节等活
动；“秋健身”篇章围绕北山登高、
美丽乡村探访主题，推出江北国
际休闲徒步节、灵山丹桂闻香之
旅等；“冬品味”篇章将围绕年糕
美食、年节年味等主题，推出慈城
年糕美食之旅、慈城年俗文化之
旅。

此外，江北区还大力推进一
轴两带六区十集群的都市休闲农
业示范区建设，以江北大道为轴，
打造北部乡村慢生活休闲带和南
部都市休闲农业体验带，实现十
大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集群错位
发展……

体育休闲，为乡村注入激情

加快发展乡村游、住、行无疑
是破解江北农村发展矛盾的“妙
招”。

在江北 208 平方公里的区域

面积里，山地面积多达 6 万亩，群
山连绵，绿意盎然。随着休闲生活
理念渐入人心，广袤的山林正成
为江北满足市民休闲娱乐需求的
绝佳场所。

2013 年 9 月，北山游步道全
线贯通。这条起于庄桥灵山村，终
至 慈 城 五 星 村 的“ 百 里 休 闲 绿
道”，将沿线美丽村落串珠成链。
行走于此，可饱览慈城古县城、保
国寺、绿野山居等 3 个国家 4A 级
景区的靓丽风光和美丽的城市风
貌。每到周末假日，5 万亩郁郁葱
葱的山林，总会吸引数以万计的
市民涌向这一离城最近的“天然
氧吧”。

精品民宿，装点美丽乡村

一棵古树、一座古亭、一片果
园都是旅游资源；一把菜、一筐鸡
蛋、一头土猪都是旅游商品。

“山马”举办前，沐浴明媚的
春光，笔者来到北山游步道脚下
的鞍山村。沿着小河闲逛，“四海
一家”民宿老板陈寅昂正在家中
制作时令菜肴——凉拌香椿。他
告诉笔者，所有房间都被马拉松
的跑友预订光了。3 月中旬开始，
电话就陆陆续续打来预定房间
了，主要集中在 4 月 15 日和 4 月
16日两晚。”陈寅昂说。

村落另一边的“老樟树”民宿
里，26个房间也被预订光，店主王
少华精心布置的悠闲田园风格深
受游客喜欢，自开业以来一直是
鞍山村最热的民宿之一。另外，位
于保国寺的桂苑小厨也为此次马
拉松跑友献上精心烹调的套餐。

慈城镇毛岙村开出“茶语山
庄”“茂湖山庄”等民宿，凭借
村里树木葱郁、空气清新的生态
环境，吸引着市民不断前来休闲
养生。

江北的乡村通过马拉松打响
了乡村旅游知名度，通过大力发
展民宿经济，牵住了乡村旅游的

“牛鼻子”，乡村旅游成为江北乡
村的支柱产业之一指日可待。

本报记者 陈朝霞
海曙记者站 张黎升 张立

调活水体——
安装“心脏起搏器”

在镇区元禾村名仕丽庭河段，
记者看到约 10米宽的河中，河水已
被抽干，河床上密布着厚厚的黑泥，
一台大型挖掘机正马不停蹄地作
业。来自浙江淮恒水利景观公司的
现场施工员周斌说：“4月14日进场

后，先期进行围堰、抽水，目前正
在进行深挖作业，预计要挖 5 米
深。”

周斌说，这是“水体调活工
程”，建设内容包括进水池、泵
室、出水池、新型液压升降拦河坝
及连接护岸等。这一工程在宁波是
首次施工，其最大的特色在于，通
过岸上泵站和水中拦河坝之间形成
的水位差，推动全镇水体畅通流
动。

据了解，去年 5月该镇在镇南
河等 3条河道放置临时潜水泵，通
过半年多的试验，效果明显。“试

验成功后，我们启动水体调活工
程，邀请了水利专家对全镇水体进
行分析，选取了名仕丽庭河、风棚
碶河、镇南河上三处有效点位，分
别建设泵站及挡水建筑物。”3 座
泵站犹如 3个心脏起搏器，强有力
地推动着全镇水体的流动，河水流
动了，整体提高了水体的活力。

疏浚清淤——
消灭河流“垃圾桶”

区级河道中塘河在集士港段长
约 7 公里，涉及万众、集士港、祝家
桥、卖面桥四个村，其中庙桥头段是
区控劣Ⅴ类水断面，成为民众关注
焦点。当天中午 12 点半，记者来到
中塘河祝家桥村段时，看见约 50米
宽、长 1300 米的河道中，河水已经
被抽干，工人穿着连体的橡胶工作
装，正在河床上奋力清淤。

清淤工贺松国告诉记者，从 3
月31日进场施工后，10名工人加班
加点进行清淤。“河口窄，大型清淤
设备下不去，除了运用高压水枪外，
大多时候靠手工作业。”贺松国说，
现在的河犹如一个水中垃圾桶，清
理出的大多是沿河居民倾倒的淤积
多年的生活垃圾，每天他们清除 20
多车的垃圾。

据介绍，中塘河祝家桥村段治
理工程投入约 400 万元，河道疏浚
清淤工程完成后，接下来进行的是
水质提升工程。镇相关负责人说，剿

灭劣Ⅴ类水是一项多部门协同的系
统工程，需要截污纳管、拆违、绿化
等工程“多管齐下”。中塘河治理工
程开启前，镇里召开沿岸 80多家企
业协调会，封住了企业沿岸后门，同
时拆除了取水管口。

畅河护岸——
打造优美水环境

村级河道顾家港河是一条“断
头河”，也是该镇 16条小微水体之
一。记者来到顾家港河位于万众村
一片农田中的起点时，河岸上新挖
的淤泥痕迹尚在，清清的河水一头
连通着旁边的丁家河，一头穿越汇
士路的公路桥流向远方。

原来，全长约 0.9 公里的顾家
港河“断头河”打通工程 4月初刚
完工，通过新开挖 300 米长河道，
打通了顾家港河与丁家河，并与附
近集士港镇的湖泊河形成了连通，
水质提升效果立竿见影。同时，该
镇还对西洋港河实施生态河道整治
工程，新建 755 米河道护岸、3 个
河埠头3只，河道拓宽30米，让水
清岸绿景象再现。

“提升水质、打通断头河、整
治河道，是全镇打出剿灭劣Ⅴ类水
系列组合拳的一部分。”镇农办相
关人员介绍，目前，投资 850余万
元的集古公路污水改造及广昇村污
水管道工程也在开足马力紧张施工
中。

本报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沈静萍

7 点到单位，周末单休，手机
24 小时在线……这是北仑区小港
街道五水共治办主任袁必丰的日
常。自剿劣号角吹响后，他的事务
更多了。

“剿劣时间紧、任务重，我们
必须全力以赴。”上周五，当记者
一早见到袁必丰的时候，他正忙着
处理最新的污水渗漏事件。“平均
每周都会发生几起，比如昨天我们
有河面漂浮油污，剿劣责任人收到
消息后，就必须要马上查明原因，
尽快解决问题。”

为了更好开展剿劣工作，小港
街道建立了河长群，每一条需要剿
劣的河道，都明确责任人，负责到
底。“瞧，我的群里不停在更新信
息，有问题发布、有经验共享，工
作效率提升不少。”袁必丰举起手
机对记者说。

小港位于甬江南岸，区域内河
网密布，水量充沛，水、陆交通便
捷通畅，风景秀丽，可谓典型的江
南水乡。

小浃江是北仑的母亲河，主要
流经小港和戚家山一带。得益于小
浃江多年的综合整治，“水清岸绿
白鹭飞”的江南美景得以重现。生
活在小浃江边的居民，生活质量提
升不少，江边也成了大家常去的休
憩之地。

“小港水系发达，我们现在需
要剿劣的水体基本是小浃江的支流
漕嘴和池塘。”袁必丰介绍，前期
街道专门请了第三方专家团队做监
测，排摸出有劣 V 类水质的河道 6
条、池塘7个、排污口58个，涉及
多个村、社区，任务很重。“外来
人口集聚，生活污水乱倒、垃圾乱
扔等现象屡禁不止，小微水体容易

受到污染。”
当天，记者在山下村傅家漕河

边看见，工人正加班加点给河道清
淤。山下村书记姜建设告诉记者，
山下是一个被工业园区包围的村
庄，周边企业众多，且处于下游地
区，治水压力很大。“一旦下起大
雨，上游的垃圾经常被冲刷到我们
这边来，导致河流水质较差，定期
的清淤非常重要。”姜建设说，傅
家漕河边原先有一个养猪场，现在
已经被取缔了。此外，村里还对
50 余家企业，挨个发动做工作，
打通企业截污纳管最后一公里。这
样从源头上截污，才能有效改善水
环境。一周时间已有三家企业污水
管网通过了验收。

上个月，小港街道成立了以街
道党工委书记为组长，分管领导为
副组长的“劣V类水剿灭行动”和

“污水零直排”工作领导小组，坚
持“分级管理，责任到人”，同
时，强化治水专业队伍建设，优先
抽调精干力量，有效提升整体战斗
力。记者在剿劣作战图上看见，池
塘清淤、河道排污口的个数、措
施、工程期限、责任人和责任单位
一应俱全。

“我们必须要以铁军精神荡涤
污泥浊水，不仅要净水，还要让水
真正动起来、活起来。”小港街道
党工委书记柯静君向记者介绍，治
本清源很重要，小港将坚持把剿灭
劣Ⅴ类水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省
级卫生街道创建和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凝聚合
力、攥指成拳，确保劣Ⅴ类水体零
增量、减存量，按期完成剿劣任
务。目前，街道已经制定剿灭劣Ⅴ
类水实施行动方案，并对劣Ⅴ类水
体所在的河道，精准实施“一河一
策”，扎实推进劣Ⅴ类水整治销
号，斩断污水源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小
港街道已全面启动 20 个整治项目
计划，抓截污纳管、排放口整治工
程，全面推进居住小区、工业园
区、城中村、沿街集聚区纳管，坚
决杜绝工业和生活污水直排入河；
抓工业整治、农业农村面源治理工
程，力争全面淘汰主要河道落后产
能企业，加强沿河“低小散”企业
源头监管，全面规范提升集贸市场
污水生态处理。

与此同时，小港街道全面实行
挂图作战、挂牌督战、销号管理，
实行河长负责人“一日一签到、一
周一例会、二周一简报、一月一通
报”，强化约谈和问责，让干部多
红脸、多出汗，持续保持整治高压
态势。

“小港因水而兴，也因水而动
人。凡是小港人，都对我们的母亲
河充满感情，治好水，不仅是民生
工程，更是民心工程。”柯静君告
诉记者，小港将发动一切可以发动
的力量、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资
源，上下同欲、联动作战，形成治
水向心力，为剿灭劣Ⅴ类水行动出
一份力。

调活水体调活水体 疏浚清淤疏浚清淤 畅河护岸畅河护岸

集士港集士港““一点一策一点一策””还全镇清波碧水还全镇清波碧水

名仕丽庭河元禾村段水体调活工程进行正酣；中塘河祝家桥村段清淤疏浚工程过半；
顾家港河万众村段断头河打通……4月20日，走进海曙区集士港镇，该镇开展剿灭劣Ⅴ类
水的场景让记者印象深刻。

集士港4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布着86条河流，河道长度约140公里，其中中塘河
庙桥头段为区控劣Ⅴ类水断面，此外还有16个劣Ⅴ类小微水体。“我们争取在10月底前
完成剿灭劣Ⅴ类水行动。”该镇农办相关人员介绍，该镇通过“一点一策”对症下药，打
响剿灭劣Ⅴ类水攻坚战，其中运用“水体调活工程”定点安装液压坝，通过水位差推动全
镇水体流动，在全市属首创。

北仑小港：
全力剿全力剿劣劣 只为清清河水还复来只为清清河水还复来

中塘河祝家桥村段疏浚清淤现场中塘河祝家桥村段疏浚清淤现场。。 （（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名仕丽庭元禾村河段水体调活工程现场。

小港山下村傅家漕河，河道水抽干之后，工人正加班加点给河道清淤。（厉晓杭 沈静萍 摄）

美丽资源与社会资本对接美丽资源与社会资本对接

“旅游+体育”助推
江北美丽乡村建设
细心的市民朋友发现，如今的江北环境美了，民宿靓

了，游客多了。每逢周末节假日，市民、游客纷至沓来。
若是赶上“山马”、登山节等活动，江北更是车水马龙、游
人如织。

宁波“首马”是北山游步道迎来的一大体育盛事，赛
事当天，近7000人齐聚北山。赛事实现了旅游业和慈善公
益、体育的有机融合。今年的宁波“山马”又掀起了一场

“体育+”浪潮。

荪湖花海旁迷宫主题乐园迎客。（徐欣 摄）山下村全力推进企业截污纳管，坚决杜绝工业和生活污水直排入
河。 （厉晓杭 沈静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