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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建文
鄞州记者站 续大治
通讯员 童诗涵

全域推进
城镇品质上新台阶

今年 4 月，投资 2000 多万元
的瞻岐新菜场投入使用，宽敞明
亮的环境加上规范化管理，与旧
式农村菜场的“脏乱差”彻底挥手
告别。该镇负责城建工作的副镇
长陈磊告诉记者，新菜场已经顺
利创建为省三星级菜场，“原来的
临时菜场拆除后，要新建一座有
110个车位的停车场，缓解镇中心
停车难问题”。改建工程正在紧张
施工中，预计本月底可完工。

在停车场的外围，新设置了36
个临时摊位，引导流动摊贩有序摆
放经营。瞻岐小海鲜远近有名，夜排
档生意红火。借助此次环境整治提
升行动，镇里将流动摊贩纳入规范
管理，“乱占道”现象大为改观，消
除道路堵点，备受市民点赞。

日前，合一村截污纳管工程
进入招投标程序，至此全镇所有
17 个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现

“全覆盖”，走在鄞州区的前列。截
至目前，10 个村已完成，6 个村正
在加紧施工。辖区内110公里长的
河道全部实行市场化保洁。每天，

10条保洁船在各条河道上往来穿
梭，开展9小时的动态保洁。“这两
年百姓卫生意识越来越强，保洁
压力减轻了不少。”保洁公司负责
人陈米良深有感触。

据悉，目前，瞻岐镇剿灭劣 V
类水攻坚战已近尾声。全镇 14 个
劣 V 类小微水体中已有 7 个已通
过验收，另外 7 个正在申报验收。
已完成 10 条、总长度 8.2 公里、总
清淤量 3.3万方的河道疏浚工程。
连续数月的监测表明，镇区内大
嵩江断面水质保持在 2 至 3 类，5
条主要河道水质保持在 3至 4类。
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说，“美丽乡
村”创建在不断深入推进，抓好周
一等在建新村项目的同时，岐西、
岐化区域的整理型改建也在加速
推进，并同步开展疏港高速沿线
村的改造提升，打造出鄞州首批
美丽乡村示范样板。

留下故事
打造诗意山海小镇

最近，“城乡清爽行动”在全
镇全面展开。“清爽行动”工作群
将镇机关干部和各村各部门相关
工作人员纳入其中，第一时间发
现“脏乱差”，及时整治；志愿服务
队定期清理镇域卫生死角，镇、村
两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成为“清

爽行动”的“主力军”。
专项整治有力度，日常管控

走新路。在城镇综合行政执法方
面，瞻岐镇引入共享模式，将建成
区60多只治安监控高清摄像头赋
予新功能，成为监看环境卫生、交
通秩序的“天眼”。镇人武部负责
人说，借助该系统，不仅可监督城
管队员的文明执法，同时能第一
时间发现路上的各种问题，通过
网格化管理及时处置，也为日后
建立城镇管理长效机制提供了技
术支持。

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说，未来
的瞻岐，将逐步实现“一带两轴两
片多节点”的总体布局，由瞻岐河
滨水景观带，沿新穿咸线和瞻虹
路“一横一纵”两轴，贯穿活力山
海新城片和古韵特色村落片，展
示独有的山海小镇风貌，倡导“小
城镇，慢生活”的理念。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提速
的过程中，瞻岐镇始终兼顾传统
与现代相融合，在追寻传统文化遗
存的基础上打造生态宜居，不断建
成一座有记忆的街区、有内涵的公
园、有故事的小镇。山民、渔民、农
民、盐民“四民文化”是瞻岐的历史
根基和灵魂，“在四民民俗风尚街的
改造中，我们力求体现民俗回归，把
古老的文化印记与人们的生活紧
密相连，留住乡村的‘根’。”镇政府
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项一嵚
通讯员 乔丹丹 梅宝明

借力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

驱车经过常照村，见到工人们正沿
着穿村而过的县溪铺设彩色沥青生态绿
道。将来这里还将设立自行车出租点，沿
着这条长约 10 公里的生态绿道或骑车
或步行，城里人也能享受到山间客的“慢
生活”。不一会儿就到了商铺林立的镇中
心，在中国美院设计师的匠心妙笔下，镇
亭路两侧东一间西一簇的零星自建房难
觅昔日模样，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
明清风格外立面。

“镇上的‘五个一’，一路上已经看到
了两处，出入口和绿道。”大堰镇相关负
责人介绍，抓住创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省级样板镇的机遇，大堰镇投资 1.74
亿元梳理实施 38个整治项目，重点实施

“打造一个主要出入口、一条生态县溪、
一条特色文化弄堂、一条生态循环绿道、
一批镇主要街道路面立面整治”等“五个
一”工程。

外来专家和本土文化，将这批项目
装点得极富山区特色。小溪中的鹅卵石被
挖出来用于路面改造，改建后的公厕增加
了竹文化元素，巴人文化融入街心公园
……更值得期待的是，丰富多彩的大堰民
俗和当地红木工艺等元素将在规划中的
特色文化弄堂得以“实体化”展现。

按照“半年一个样、一年大变样、三
年一个新大堰”的目标建设“三生融合”
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力争“弯道超车”。在
奉化区的统一协调下，单价合同估算在
200 万元以下的项目下放至镇上的公共
资源交易分中心，200 万元以上的按简
易发包程序进入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由区各部门互相协调，按照“一事一议”
原则“倍速推进”。在大堰，每个项目还有
一对一分管领导，在所涉村干部和施工
方之间协调沟通，为项目“倍速推进”“划
桨助力”。截至目前，全镇已有 3 个项目
完工，15 个项目开工建设，另有 13 个项
目完成初步设计。

小镇大变样，带动了返乡创客和外
来淘金者挖掘“绿色富矿”的大潮。谷籼
农场、乡宿堰溪酒店、悦茗文创民宿等项
目相继落地小城镇整治区块，红酒会所、
民俗博物馆等配套设施齐头并进，有效

拉长“美丽经济”产业链条。全镇现有各
类民宿 432 个床位，预计今年年底可新
增床位 114 张，“大堰民宿”的招牌越打
越响。

热心村民为环境整治献策

处处清“六乱”，村村皆风景。不少村
民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主动为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出谋划策。

来到位于建成区的后畈村，令人惊
讶的不只是这里鸡犬相闻、炊烟绕村的
原生态风貌，更有几处村民原创的点睛
之笔。擅长红木雕刻的董家兄弟收集了
村民捐出的瓦缸和砖块，在村中绿地上
巧手搭建起一头耕牛、一个大南瓜，还有
一面名为“鹤鹿回春”的景观墙。“陆陆续
续干活，跟我哥两个人前后花了好几个
月，虽然辛苦点，但这就是我们山村的特
色。”董孟飞一边干着木工活一边说。就
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改造方式让城里游
客觉得很新鲜。

后畈村的宣传墙上还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展现着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靠山
吃山护林子，养鱼治水一辈子，家家户户
扫院子……“都是村民一起动脑筋想的，
一共也就这么几句话，年纪大的人也记
得住。”大堰镇相关负责人说，今年以来，
垃圾入桶、家畜圈养、门前三包、健康生
活等相关内容也被纳入各村村规民约。
堂弄面家家扫，门面形象做得好，溪坑水
清路面光，阿拉常照顶清爽……在被评
为我市首批“最洁美乡村”的常照村，
随处可见的村规民约时刻提醒村民保持
环境卫生。

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王 溪 陈 栋

商贾云集 见证百年兴盛

作为宁波古城的门户，老外滩
自唐宋以来就是最繁华的港口之
一，曾是“五口通商”中最早的对外
开埠区，比上海外滩还早20年。

自 1844 年开埠以来，老外滩更
是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人士在此进行
商贸及文化交流。众多商人利用通
商口岸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对
内、对外的航运贸易优势，纷纷创办
轮船公司，积极融入发展大潮。其
中，以宁波帮商人——虞洽卿、朱葆
三、李云书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
三北运输公司最为出名。

同时，作为洋人、外商半个多世
纪的聚居地，老外滩不仅具有鲜明
特色的近代城市建筑类型，而且受
西方影响，留存了大量丰富多彩的
建筑，如有体现近代港口文化的领
事馆、巡捕房、宁波邮政局、江北堂、
浙海关等，也有体现近代建筑文化

的中国通商银行宁波分行、浙东商
业银行、仁济医院手术室……

时尚街区 繁华更胜从前

从纷繁历史中走来的老外滩，
蝉蜕龙变、繁荣依旧。经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开发，宁波老外滩已经成
为长三角大景观之一。而今天的宁
波老外滩，更是成为集居、业、行、

游、购、娱为一体的商业街区。
每当夜幕降临，江边的霓虹灯

把老外滩装扮得分外妖娆，60 多家
酒吧咖啡厅绽放出各自迷人的风
姿。酒吧、高档会所、金融业、特色餐
饮等业态日渐丰富。在仅650米长的
中马路上，布满了近 50 家酒吧和休
闲咖啡厅。欧美的、东南亚的；金属
的、现代的；闹的、静的，风格各异。

此外，咖啡馆和茶馆作为一个
城市的美好点缀，丰富着群众对于

生活方式的选择。在吴越文化影响
下，浙江茶馆是全国茶馆业中最发
达最先进的代表。老外滩作为宁波
市的“城市会客厅”，一直聚集着众
多“高颜值”“文艺范”茶馆等休闲场
所。

“ 把 老 外 滩 的 特 色 产 业 亮 出
来。”老外滩相关负责人称，在外
滩，重点培育酒吧、咖啡厅、特色餐
饮等休闲产业，将外滩港口文化、时
尚文化、婚恋文化、旅游文化等文化
元素统一打包盘活，做强外滩特色。
同时，牢固树立“外滩大商圈”理念，
积极依托老外滩“城市客厅、文化沙
龙、时尚商圈”的功能定位，着力打
造泛国际化开放平台，建设老外滩
商圈国际时尚小镇。据统计，2017年
1 月至 4 月，外滩商圈人流量 332 万
人次，商圈营业收入近2.18亿元。老
外滩街区人流量达 41.467 万人次，
同比增长 50%，其中境外（港澳台）
游客12.54万人次。

“文化+”模式 重现金融
中心盛景

在老外滩当下的产业定位中，
除了文化、时尚，金融保险业也是其
中的闪光点。去年 6月，宁波成功获
批全国首个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
区，同步决定在宁波筹建中国保险
博物馆，并最终选定老外滩延伸段5
号地块约 4000 平方米的建筑作为
中国保险博物馆的用地。

老外滩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自宁波开埠以来，外滩逐渐成为金
融街，财富高度集中，在当时拥有区
域性金融中心的功能和地位，是宁
波真正的“金”名片。在这里，宁波金
融业从旧式的典当、钱庄、银号等走
向现代的银行、信托投资、保险、证
券等。

目前，外滩区域已经逐步形成
了以金融服务、文化创意、休闲餐

饮、酒吧咖啡为主的产业集群。泛外
滩区域地处宁波市三江片，区位优
势独特，商圈内马路、地铁纵横交
错，交通便利。以老外滩为核心，以
刚刚通车的地铁二号线为脉络，形
成了来福士、钻石广场以及即将建
成的绿地中心等串珠成链的经济繁
华大商圈。

未来，借助泛老外滩良好的资
源优势和历史底蕴，江北区将通过
创建老外滩保险创新港，培育功能
齐全、主题多元、竞争力强的保险市
场体系，探索保险业发挥社会管理
功能的新思路、新举措，开发一批具
有地方特色的服务城区经济、中小
微企业及民生事业的重点保险产
品，并通过优化投融资环境，积极以
股权、债权等方式引入保险资金支
持地方经济建设，初步建立市场体
系完善、服务领域广泛、综合竞争力
强、与中心城区相适应的现代保险
服务业。

位于甬江、奉化江和余姚江的三江汇流处，历经百年沧

桑，老外滩见证了宁波的兴衰荣辱与历史变迁。

从商贾云集、货如轮转的通商口岸，到人流如潮、时尚繁

华的现代街区，老外滩的样貌发生着变化，格局发生着变化，

如今，注入文化之后，老外滩更加风姿绰约。

百年老外滩百年老外滩注入文化更显魅力注入文化更显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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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有故事的山海小镇打造有故事的山海小镇

瞻岐

大
堰

“

“
这阵子，在央视12套节目《小区大事》中露脸的奉化区大

堰镇又火了。追寻着电视镜头中的万竿翠竹和一缕炊烟，记者通
过千转百回的盘山公路来到这个“最美乡愁小镇”。

大堰是奉化区唯一的全山区镇，清澈见底的横山水库镶嵌在
群山中，14.5万亩山林为这里笼上了四季不谢的翠色。但近年来
的大堰也和其他山区乡镇一样，面临着“人空房空产业空”的窘
境，留守在村的多半是白发老人和学前儿童。

古树和老宅依旧静谧无言，老人们重复着几十年不变的生活
节奏，但小镇的角角落落都涌动着复苏的新劲头。

日前，在鄞州瞻岐镇，一场聚焦“线乱拉”的治理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中。据悉，镇里计划
斥资3500万元，对瞻虹路、振兴路、规划三路等几条主干道的强电、弱电实施“上改下”改造，

“总改造长度约4公里。目前预算已做完，即将进入招投标程序。”镇城建办同志说。
今年，随着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和“剿灭劣V类水体”行动向纵深推进，瞻岐镇全面

打响“美丽攻坚战”。镇党委负责人表示，瞻岐以创建国家卫生镇为契机，对照更高标准，“创
牌子”和“改面子”两手抓，着力提升城镇建设管理水平，打造“宜居美居、健康幸福”新瞻岐。

宁波老外滩一景。（谢斌 徐欣 摄）

后畈村内用废弃瓦缸做的南瓜雕塑。 （项一嵚 摄）

瞻歧新貌。 （余建文 童诗涵 摄）

街头艺人表演。（胡建华 徐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