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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过去的一年，“花农”陈永兵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丽的“花样人生”，

电商陈月波从经营农家乐的“独轮车”迈向农家乐和电商“双轮车”，“最美民宿”主人虞芳芳让“乡村，让城市更向

往”日益成为现实，“乡村旅游达人”仇雨在宁波的古道、老街、田园、山庄中，感受日益兴旺的宁波乡村……他们和

千万名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勤劳新老宁波人一样，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谱写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篇章。

东风夜放花千树。愿新的一年宁波展开更加美丽的乡村新画卷，城乡居民共享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本报记者 王珏

悠云花外，风吟三山。春晓街
道三山村双狮社，燕鸟鸣意，覆花
成海，青竹翠林，拥云观海。清
晨，勤劳村民忙碌的身影，与青
山簇拥中的宁静村庄构成旖旎田
园画卷。落日余晖，照见乡村路
上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时常走
在这块敦厚土地上的“85 后”
虞芳芳萌生心念：生活在这里，
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当“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之
后，“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正成为
现实。双狮社，是春晓“美丽乡村”
建设的重点村社，也是乡村旅游
开发的先行者。这两年，受春晓街
道乡村全域旅游发展的触动，加
上一直萦绕心头的乡村情结，虞
芳芳和先生决定租下双狮社亲戚
家的民房，打造理想中的民宿。

有了目标，就有了前行的动
力。虞芳芳辞掉了工作，全身心投
入其中，从房子的设计装修，到一
花一草的布置，无不渗透着自己
的思量。历时一年，原本看着不起
眼的农村民房，变身成清新又舒
适的乡村民宿，成就感、喜悦之
情溢满她的心田。2017 年 6 月，
民宿正式营业，夫妻俩美其名：

“宿说·等花开”。
“这个风景如画的小世界总

会带来太多惊喜。”虞芳芳说，
民宿就坐落在田野小道旁，前庭
和后院，栽花种草。游客闲坐可
读书喝茶，看云卷云舒，也可沿
着游步道登东盘山，脚踏柔软的
泥土，呼吸香甜空气，纵情山间
田野。村里随意走一遭，只见小

桥流水人家，三五邻里驻足闲谈，
远处鸡犬相闻。

除了让来这里的客人归田
园、体验大自然的美妙，夫妻俩也
努力让他们感受当地村居生活的
乐趣。“在山中，能经常能吃上
很多童年记忆里的应季野果。去
菜地里采摘蔬菜，沾着泥土沾着
露水，新鲜的样子令人垂涎欲
滴。”亲身体验过民宿后，许先
生便不时来这里小憩。身为老师
的他，常在院子里泡一壶茶，静
静坐着批改作业。都市白领小贝
和闺蜜两人结伴来双狮爬山徒
步，无意间被民宿精美的院落吸
引。小贝说，自那以后，每次来
这里休闲，都要进民宿喝杯咖啡
或看个电影，和主人一起享受山
里的下午时光，主客往来间，建立
了深厚友谊。

春节将至，住民宿，赏美景，
寻年味成为越来越多都市人的新

选择。春节期间初一到初七，“宿
说”的客房基本已被预订。节日期
间，虞芳芳还为客人备下了浓浓
年味的互动环节。游客除了能体
验杀年猪、打麻糍、包汤团等当地
特色传统民俗活动，还将在抽陀
螺、拔河、丢沙包等怀旧游戏中重
温儿时欢乐时光。

去年年底，春晓街道成功创
建为宁波市乡村全域旅游示范
区，吸引了更多游客慕名而来。如
今，在美丽的双狮，分布着大大小
小 20余家民宿，该片区已成功创
建为宁波市农家乐和民居民宿集
聚区。“做民宿，是为了自己的情
怀，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乡村
旅游发展尽一份力。”刚获评“宁
波最美民宿女主人”的虞芳芳信
心满满，“今后，我们打算开出第
二家甚至第三家民宿，让越来越
多人来到美丽乡村，共享美丽生
活。相信，乡村振兴会有时！”

虞芳芳：
打造乡村“最美民宿”

本报记者 何峰

虽是冬天，但走进龙悦饭庄
时，盎然绿意仍扑面而来，绿色盆
景装点着小院，各种蔬菜翠绿依
旧。而晾晒在竹篱笆前的香肠和
酱鸭，散发着浓郁的酱香，似乎在
提醒人们春节已近。

系着围裙的女主人陈月波，
正为客户准备土鸡。“这些天是一
年中最忙的时候，除了接待客人，
还要为客户置办年货。”龙悦饭庄
坐落在镇海区九龙湖镇横溪村，
这里满山翠竹，溪水绕村，生态环
境非常优越，加之古道纵横，吸引
了很多背包客，是乡村旅游的好
去处。

2008 年，陈月波和爱人张罗
起龙悦饭庄。开业后生意不错，尤
其让他们自豪的是，2015 年龙悦
饭庄被评为“中国乡村旅游金牌
农家乐”。夫妻俩潜心钻研菜品，
在去年举行的宁波市农家乐特色
菜大赛上，他们的作品获得了三
等奖，红糖馒头、艾叶青团和番薯
糕获得了点心类铜奖。

“农家乐的生意有周期性，春
秋是旺季，周末生意好到翻好几
次台，但工作日差一些。”刚收
拾完土鸡，陈月波开始包装香
肠，“现在，我们是两条腿走
路。一边经营农家乐，一边做土
特产电商，把九龙湖的美味卖到
更远的地方。”她说。

2016 年年中，闲来无事的陈
月波将苔菜花生的图片发在朋友
圈。令她意想不到的是，马上有
人来问“多少钱一罐”。原来，
饭庄的老主顾一直很喜欢陈月波
炒的海苔花生，回家试过几次，
由于掌握不好火候，都失败了，

见到陈月波在朋友圈里晒海苔花
生，就想买下来。

“海苔花生”一下点醒了陈
月波，“何不把农家乐的特色菜和
点心，以及九龙湖的土特产，通
过微信和淘宝出售，让更多的客
人品尝到九龙湖的美味？”从
此，陈月波的事业，由“独轮
车”变成了“双轮车”。

横溪村位于九龙湖的源头，
拥有纯净的土壤和空气，是公认
的长寿村。“食也，时也”，按照九
龙湖一年四季的出产，陈月波梳
理出售卖的商品。土鸡、土鸡蛋、
土鸭蛋和干菜，是一直“在线”的
土特产；绿茶是春天的“爆款”，而
番薯干和年糕片则是秋天的“热
卖”。龙悦饭庄自制的手工香肠、
酱肉、酱鸭、风鸡，是回头客必点
的农家菜，陈月波也将它们搬上
微店。“花椒、桂皮、黄酒、冰糖，每
一种辅料都经过精挑细选，做香肠
和酱肉的原料是农民家养的土

猪。”陈月波自信地说，“我们的产
品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自己吃的
和卖的没有任何区别。”

去年开始，陈月波尝试着将
青团、松花金团、红薯干等特色点
心放到网上销售，受到食客追捧。
她说：“每一道点心都是手工制
作，那是妈妈的味道。”去年年
底，龙悦饭庄的年糕片等产品进
入九龙湖游客集散中心，迅速成
为那里的“明星产品”。

靠着诚信，陈月波已经成为
朋友圈里的明星微商。去年下半
年，龙悦饭庄在网上的销售额超
过了 20 万元，“年货的销售额还
没统计，应该也还不错。”周边不
少种植户找到陈月波，希望与她
合作，将自己的农产品搭上龙悦
饭庄电商的“顺风车”。

“只要诚信勤劳，路会越走
越宽，日子会越过越红火。”“两
条腿走路”的陈月波对未来信心
满满。

陈月波：
踏上电商美好征程

本报记者 余建文

午后的阳光透过薄膜照射
下来，花卉大棚里温暖怡人，繁
花锦簇。朱永兵可没法享受这闲
暇时光，他一边接待询价、采
购的顾客，一边招呼工人搬运
盆花，手机里不时响起生意进
账的“叮咚”声，“春节前是花
卉消费高峰，忙过这几天，我
也要回湖北随州老家过年了。”

朱永兵是新宁波人，他的
“子墨花卉”落户在镇海区骆驼
街道的宁波花木世界内，作为
第一批经营户，相伴市场走过
了 8 个 年 头 。 在 宁 波 “ 花 卉
圈”，像老朱这样园艺科班出身
的很少。学校毕业后，他独自
到广州、上海闯荡，20 年里，
从一名花匠逐渐成长为花木商
人，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

在朱永兵看来，种花跟种
粮、种菜一个道理，都需要俯
下身子精心打理，“花卉品种繁
多，‘脾气’各异，对土壤、气
候的要求更高，需要不断学习
栽培新技术。”比如蕙兰多来自
昆明，喜欢凉爽的环境；像仙
客来、牡丹等盆栽，冬天不能
多浇水，防止烂根；而滴水观
音浇水不能太勤；米兰花喜欢
阳光，要勤浇水，勤施肥……
在卖花的同时，老朱总不忘给
顾客捎上养花“要诀”。

在宁波“花卉圈”，朱永兵
是有名的绿植专业户，光幸福
树 、 绿 宝 、 发 财 树 等 几 个 品
种，每年销售量就达五万株。
一 位 前 来 采 购 的 北 仑 花 木 商
说 ， 老 朱 家 的 绿 宝 叶 大 而 透
亮 ， 品 质 好 ， 在 业 内 颇 有 口
碑。“奥秘就在我们有自己的栽

培基地。”朱永兵说，像绿宝这
类大型绿植，多来自广州，经
过长途运输到宁波，根系容易
受损，而两地的温度、湿度相
差甚大，普通市民若直接买去
养在家里，往往熬不过半年就
死了。对此，朱永兵采取了暂
养的办法，将南方采购的绿植
先在基地里养上大半年，等到
适应了宁波的气候环境，养壮
实了再销售出去。

在花木圈打拼了20年，朱永
兵经历了水灾、冰冻等洗礼，也
看过君子兰、石斛、多肉等“风
口”花卉行情的大起大落，但他
保持平和心态，从没有跟风，而
是 一 门 心 思 把 自 己 的 花 木 种
好，“种花和做人一样，都要老
老实实”。2013 年，他在骆驼
的清水湖村租了 30 亩地，投
资 100 多万元改建设施，除了
暂养大型绿植外，还试验引种
鲜切花。“传统的洛阳牡丹只
开红花，但我们新引种的日本
牡丹，会开绿色、黄色等好几种
颜色，今年春天就能上市了。”老
朱笑呵呵地说。

作为花木的终端零售市场，
除了柴桥杜鹃外，宁波本地自己
培育、规模化的盆栽花基地很
少，基本靠外省输入。朱永兵看
准了这一市场，去年年底，朱永兵
又在九龙湖的长石村新租了60亩
地，准备年后动工，建造第二个基
地，主打观赏性盆花栽培。“现在
家中摆放花卉，妆点居室的市民
越来越多，我打算引进更多品种，
扩大鲜切花的种植。”新的一年
里，朱永兵满怀憧憬，让自己的

“花样人生”更加绚丽绽放。

朱永兵：
辛勤绽放“花样人生”

本报记者 王珏 整理

我出生在杭州湾南岸，算得
上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从
小，我就跟随父母在滩涂上捡拾
泥螺，追鱼抓蟹，童年的欢声笑语
始终萦绕在耳畔。乡村淳朴的民
风，趣味盎然的民俗深入到我的骨
髓，一直以来，故乡是我心灵的栖
息地，是指引我成长的不息明灯。

结缘宁波乡村旅游，正是源
自内心深处不可割舍的地域文
化基因。20 年前，我醉心于地方
文献的阅读，还曾怀揣一张斑驳
的地图，按图索骥，搭乘余姚到
奉化溪口的班车，辗转来到四明
山深处的柿林村，游丹山赤水，
体验古村风情。当时，受交通限
制，夜晚只能借宿农家。那一晚，
与山里人一起吃盐烤马铃薯的
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如今，已到不惑之年，我俨
然成了一名资深驴友，爱户外运
动，爱探究地域文化。每到双休
日，我都会规划出一条游走路线，
背上行囊穿行在宁波的古道、老
街、田园、山庄……亲近自然，亲
近山水。身体力行的乡村漫步，让
我蓦然发现，脚下这片叫作“乡下
头”的土地，正日益兴旺。

尤其近几年来，随着休闲浪
潮的逐波高涨，政府扶持政策的
层层加码，宁波乡村处处生机勃
勃。乡村旅游之花美丽绽放，已
成为人们缓解城市工作压力、享
受小康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

胡陈桃花漫山遍野，尚田
“最美茶园”茶香袭人，大岚柿林

吊红满枝……从四明之巅到北
仑港边，从姚北平原到杭州湾
畔，从甬江源头到市区近郊，
大家可以深入到山川秀美、空
气清新、人文底蕴深厚的乡村
休闲观光，用脚步丈量宁波的
山山水水，感怀村居生活的味
道，体验美丽乡愁。

一个个生态优美、环境洁
美、发展有特色、乡风和谐的美
丽村落，雨后春笋般在四明大地
涌现。“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景，正在四
明大地上演绎。尤其是 2016 年
以来，宁波开展乡村全域旅游示
范创建，成功在鄞州、江北、镇
海、北仑、奉化、宁海、象山等地
建成乡村全域旅游示范点。目
前，宁波“好吃好玩”的乡村全域
旅游示范区增至9家。

这些乡村景区，不仅很好地
完善了吃、住、行、游、购、娱等方

面的配套发展，还特别加大了智
能化管理力度。前阵子，我独自
一人到九龙湖乡村全域旅游示
范区的核心区秦山村游玩。虽然
对这个地方并不熟悉，但只要通
过手机扫一扫位于村口指示牌
上的“智慧旅游”二维码，区域内
3D 全景游览图、语音导览、景点
图文介绍等讯息就能及时掌握。
这让我们可以告别导游、告别路
边问询，实现乡村“自助游”。

不仅如此，宁波乡村智慧
旅游服务日益完善，餐食、住
宿 、 景 区 的 预 订 功 能 陆 续 上
线，通过一部手机，游客就能

“选购”向往的乡村旅游产品。
美丽乡村品乡韵，农事节

庆寻乡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
的逐步落实，相信宁波乡村会
变得更美，农民腰包会更鼓，
并且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会被
吸引到农村去发展。

仇雨：
感受乡村发展新韵

客人在民宿里喝茶聊天。 （虞芳芳 提供）

“乡下头”“粉丝”仇雨在乡村旅游。 （仇雨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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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兵讲解绿植栽培要诀。 （余建文 摄）
陈月波为客户准备年货。 （何峰 摄）

行走基层·新春特辑新春特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