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项一嵚
通讯员 应国民 沈琼

葡萄为首，果蔬采摘人气旺

葡萄成串，瓜果成堆，奉化人因
此把江口称作“奉化吐鲁番”。这些
精品作物如今成了以农促旅、以旅
带农的“好苗子”。

甬优1号、醉金香、信农笑、美人
指、夏黑……走在葡萄架下随手摘
下一颗，吃在嘴里是不同的滋味。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这里的农民开
始从省农科院引进优质葡萄品种，
目前街道葡萄种植面积约 5000 亩，
有 30 多个优质葡萄新品种，种植葡
萄的 300 多户农民可创造年产值
6000万元以上。

口碑引来远客。为实现葡萄无
公害生产，江口街道为辖区内葡萄
统一注册“珍禾”商标，引导种植户
自觉维护品牌信誉，使该品牌多次
荣获省内外奖项。2007年至今，一年
一度的“珍禾葡萄开园节”更是为江
口和周边地区采摘客架起了桥梁。

“葡萄根本不愁卖，放在家门口
就有顾客上门。”奉化丰收农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唐伟宝经营着占地 200
多亩的葡萄园，自从 2015 年推出采
摘项目以来，这里人气大增，日均接
待200名游客。他的秘诀之一是把约
1/3的葡萄送给朋友免费采摘。他算
了一笔账：每年约送出 6000 张免费
采摘门票，按照概率，每10张赠票会
带来 1 户家庭上门游玩——也就是
说，每年至少有600户家庭尝到了这
里的葡萄。“他们来了之后觉得口感
和环境都不错，有的人还会买一些
回家，或是介绍朋友来玩，这样就能
产生良性循环。”

为进一步“引流”顾客，“丰收农
业”还与宁波市内的4家旅行社签订
合同，前者以优惠价提供葡萄，后者
负责组织游客。以真诚开道，收获的
是长期的客户和朋友，有的客人不
仅会通过线上下单、上门提货等方
式购买葡萄，还会介绍亲朋来。

和“丰收农业”一样，打着“采
摘”字样的招牌在东环线两侧十分醒

目。江口街道引导农户种植其他精品
果蔬，目前已引入优质草莓 2000 多
亩，无花果200亩，瓜果900亩，并建立
绿色无公害蔬菜基地3500亩。

为进一步提升农旅结合层次，街
道还将建设三大景观群。以甬山登山
步道和剡江沿河步道为依托，打造户
外景观群；在果蔬采摘园和花卉盆景
种植区的基础上，打造“现代农业园”
景观群；鼓励农户共建花草休闲养生
园，打造“创意翠谷”景观群。

田间造景，种粮大户时尚转型

在街道内的麦浪农场，奉化首
屈一指的种粮大户竺海龙承包了
1200 多亩水稻田。水稻不能和果蔬
一样边摘边吃，但他写在稻田里的

“新文章”近年来广受点赞。
眼下，竺海龙正忙着为即将开

门迎客的农耕博物馆做准备。木犁、
风箱、耙子、稻桶……这些老农具都
是费心费钱从各处收来的。“都有年
头了，有的连我都不认识。”他说，搞
观光农业也得与时俱进，正考虑增
加手工年糕体验制作等环节。

2015年之前，“观光农业”这个
词对竺海龙而言只是个模糊的概
念。在江口街道的鼓励和补助下，
和蔺草、水稻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
他决定探探路。为了弄清观光农业

的可行模式，他去上海、江苏、安
徽等地跑了一圈，又通过街道请来
上海农科院的专家设计农场。通过
农场内 9米高的观景台，每年 4月可
俯瞰油菜花，6 月有格桑花、波斯菊
盛开，眼下则是荷花独领风骚。

“ 这 些 都 是 热 门 的 ‘ 网 红 植
物’，但就地取材的水稻画更有特
色。早稻晚稻都可种植，画面一直
能维持到收割前。”在麦浪农场，彩
色水稻画早已不是新鲜玩意。今年
夏天，竺海龙还为 2017 雪窦山弥勒
文化节送上了一份“绿色大礼”，将
一尊宽 60米、高 40米左右的弥勒大
佛绘在田间，旁边伴着两朵祥云，底
下有“和乐奉化”字样和一排琴键。
早在今年 6 月，他就在省农科院的
指导下完成了这幅水稻画的设计和
移栽工作，经过 1 个多月的精心管
理，田间风景日渐清晰。

种风景是为了聚人气。近几年
投入了不少资金和精力，农场初具
观光潜质，日均接待游客100人。

机场快速路南延工程正在火热
建设中，一路向南，奉化将和宁波
市中心连为一体，而位于奉化北端
的江口街道将成为连接两地的“桥
头堡”。竺海龙对此充满期待，“等
上面的轻轨通了，我们附近就有了
一个姜家站，宁波人来江口玩比在
市中心坐公交车还快。”

本报记者 沈孙晖
象山记者站 陈光曙
通讯员 徐 硕

去年6月，定塘镇被列为象山县
首批美丽集镇创建试点乡镇之一。

“我们按照‘统一规划、功能整合、特
色鲜明、整体推进’的要求，改善人居
环境，提升人文底蕴，打造具有地域
特色、生态特色和人文特色的现代化
田园小镇。”定塘镇党委书记张蕴说。

规划：特色性与经济性并重

定塘立足镇域总规，制定《美丽
集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谋划了美丽集市、功能配套、特色街
道、景观河道、休闲弄堂“五大建设”
和拆除违建清爽、人文素质提升、城
镇管理品质“三大工程”，总投资 1.1
亿元。同时，在设计上根据自身独特
的田园水乡资源和人文底蕴，提取
蔬果、田园、鲜花等五彩斑斓元素，
精细化打造“多彩果蔬田园小镇”。

“针对用地功能饱和、建筑陈旧
老化、环境脏乱差等短板，我们在规
划上秉持特色性与经济性并重原
则，坚持‘修旧如旧’，精简节约。比
如以‘立面改造，老房修缮’破‘旧’，
以‘违建拆除，节点打造’破‘差’，以

‘管线地埋，空间拓展’破‘乱’，提升
城镇整体颜值。”该镇副镇长王旭凯
说。

建设：“面子”“里子”内外兼修

环境综合整治是美丽集镇建设
的重中之重，定塘着力打好治堵、治
乱、治差等系列组合拳。

该镇完善镇区交通设施，利用
碎片化土地新增停车场 4 个、停车
位 50个，确保道路畅通；统一布点、
建设、管理小商品、花木、自产自销、
花岗岩加工等四个专业市场，取缔
镇区黄沙市场，禁止违规经营、乱设
摊点等行为；通过去除废线、归并散
线、檐下走线、合理入地方式，集中
治理“空中蜘蛛网”；加大违建拆除
和拆后利用力度，今年累计拆除乱

搭乱建 18 处计 2.3 万平方米，消除
“赤膊墙”1200米、蓝色屋面 3500平
方米，利用拆后土地新增口袋式公
园 2个、绿化面积 1200平方米，拆后
利用率 90%以上；以主干道、菜场、
商场、车站等区域为重点，集中清理
垃圾堆放点67处，改造45处卫生死
角为绿化角。

要“面子”，也要有“里子”。小城
镇既要融入“城”的繁华，也要保留

“镇”的特色。定塘在兴定路、华塘
路、浮礁路等镇区主要道路改造中，
有机融入农耕文化等元素，利用街
边巷弄墙绘展现农耕劳作场景；围
绕梦幻水乡特点，推进长塘河滨水
景观工程，建设亲水漫步道、生态河
岸、绿化景观、夜景小品等项目，让

居民享受“城”和“镇”的品质休闲生
活。

共享：让广大群众参与美
丽集镇建设

“‘共建共享’是美丽集镇建设
的原动力和生命力，我们注重聆听
群众的需求，尽量让每个老百姓都
成为‘主角’。”张蕴说。

在美丽集镇建设中，定塘诸多
项目从提供比选方案、一起参与建
设到倾听反馈意见，充分尊重民意。
特别是民房立面改造工作，不仅是
给外观“涂脂抹粉”，更是对村民传
统生活方式的一次改变。该镇在制
定方案时，征求了沿街商、住户的意

见建议，并拿出多套设计方案供选
择，最终改造效果得到群众的一致
认可。

“改造前后变化真大，现在一眼
望去，整条街美观多了，门面焕然一
新，空调外机套了个彩色保护罩，就
连空调管线也穿了身‘绿叶裙’。”在
兴定路上开店的陶阿平见证了街道
变化。

为营造全民共建氛围，定塘还
依托镇区党员志愿者队伍和镇环境
卫生义务监督队，定期开展交通劝
导、环境整治等志愿者活动，并邀请
群众、商家参与城管日常巡逻；通过
开展邻里节活动、文明商铺评比、店
铺挂星评级等，不断增强城镇居民
的文明素养、幸福指数。

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龚诗会

8月28日，在鄞州区潘火街道德培小
学礼堂，来自潘火街道、中河街道、钟公庙
街道的 12 支队伍参加了由鄞州区平安
办、区妇联主办的区平安家庭知识大赛第
一场预赛，现场 300多位居民观看了本次
比赛。据悉，区平安家庭知识大赛由 7 场
预赛和1场决赛组成，预赛以相邻镇街道
联合进行，经过前7场紧张的角逐，将有7
支代表队进入9月底最后的决赛。大赛题
库有 2500多道题，包含防火、防盗、防抢、
防暴力、卫生急救、生命安全防护以及禁
毒、反家暴和防邪教、防艾滋病等知识。

“通过知识大赛的形式，目的是让广
大妇女群众了解法律、法规，为创建平安
家庭服务。”鄞州区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家庭
中存在许多不安定因素。鄞州区一位长期
从事妇女权益保护的干部介绍说，由于沟
通方法不当、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男人外
遇、拆迁分房、重组家庭、父母介入等原
因，家事中存在一些矛盾纠纷。如果当事
妇女法律知识欠缺，基本权益、权利就会
受到侵害。鄞州区妇联在创建平安家庭
时，采用四个举措，全力维护妇女权益；探
索三条路径，调解家事化解纠纷。

四个举措，全力维护妇女权益

加大维权宣传力度。上半年，在钟公
庙文化广场，开展“拒绝家庭暴力·呵护美
好生活”三八维权大型广场志愿服务活
动，鄞州区法院、区司法局、区民政局等
21家单位志愿者现场为群众提供咨询与
解答，发放宣传资料 3000 余份。“5.15”国
际家庭日，录制了特别节目——对家暴说

“不”电视访谈节目，将此节目制作成光盘
400 份，免费到全区各村（社区），增强妇
女的反家暴意识。

完 善 妇 女 维 权 平 台 。重 新 开 通 了
12338妇女维权热线，归纳了常见问题类
型和要点，对接线员开展了培训。建立了
57 名律师组成的律师志愿者队伍，组建
微信公益群，开展“平安知识送教下乡”行
动；12名公益律师组成志愿者，一年内为
每个镇（街道）送一堂平安知识宣传讲座。

畅通妇女诉求渠道。区妇女儿童维权
服务中心专人负责接待妇女群众信访，每
周三又安排公益律师值班接待。年初以
来，共接待妇女来访、来电 58 起。妥善处
理上级妇联下转的案件。围绕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资产股份
收益分配权等进行调查，对涉及农村妇女
的权益保障问题提出建议。

建立女警官工作室。钟公庙街后庙社
区女民警陈怡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以她
为主导，在后庙社区建立反家暴女警官工
作室，指导社区基层妇女儿童维权站调解
和处理疑难婚姻家庭纠纷，创新建立集矛
盾调解、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和帮扶救助
为一体的基层维权工作模式，打通服务妇
女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三条路径，调解家事化解纠纷

拓展领域，形成家事审判工作合力。
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家事纠纷化解，建
立完善三级服务网络。鄞州区妇联依托婚
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妇联婚姻家
庭服务中心等，加强了与鄞州区法院的对
接，双方共同探索出家事审判专业化审理
与多元化调解相结合的工作模式。

整合资源，培育公益服务专业团队。
全力整合全区律师、婚姻家庭指导师、心
理咨询师、教师等资源，建立婚姻家庭专
家团队，为妇女群众提供矛盾调解、法律
咨询、法律援助、家庭教育、心理咨询等各
项服务。全区维权专家队伍现有公益律师
92人，婚姻家庭咨询师65人。

创新机制，提供家事审判延伸服务。
在家事调解中引入柔性的情感诊断、修
复、治疗手段，建立家事纠纷心理干预机
制，对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进行心理健康
检测，建立心理档案，及时提供案件当事
人心理健康信息，供法官审判、调解案件
参考。在法院与妇联的家事调解室中，每
周都有专业心理咨询师值班，为当事人进
行现场咨询和预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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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诗意田园小镇描绘诗意田园小镇

兴定路街景改造提升工程部分立面、自产自销农产品市

场、镇文体中心等项目顺利完成，长塘河生态河道工程一期

完工、二期完成30%，线路“上改下”有序推进中……象山

定塘镇美丽集镇建设显山露水。截至目前，18个建设项目完

成 4 个、在建 9 个，预计年底全面完成 13 个、基本完成 4

个，另1个争取今年底动建。

定塘定塘
▲定塘新貌 （徐硕 沈孙晖 摄）
▶背街小巷特色墙绘

江口：营造七彩农业观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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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鄞州区平安
家庭知识大赛首场预
赛现场。

（龚诗会 摄）

从市中心沿机场高架快速路一路向
南行车，半小时就来到了奉化区江口街
道。平原开阔，水系发达，使这里成为
得天独厚的种植基地。公路两侧，大片
绿色尽收眼底，除了正值丰收期的葡
萄，还有无花果、草莓、西瓜、各类蔬
菜等适合休闲采摘的作物。

小朋友举行夹葡萄比赛 （项一嵚 应国民 摄）

麦浪农场绘制的“和乐奉化”彩色水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