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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建文
余姚记者站 谢敏军
通讯员 毛家栋

山水胜境抚育千年古村

芝林村历史悠久，据传建村已
有近 1300 年。陪同的大隐镇文化站
站长小毛说，芝林有村民近 1600
人，其中孙姓居多，且以隋末唐初的
名医、“药王”孙思邈的后裔而自豪。

据《孙氏家谱》记载，芝林村的
先祖居住在长安城郊的孙家埭，以

“耕读行医”传家。唐天宝年间，为避
“安史之乱”，孙氏族人外出迁移，其
中一郎中流落到越地，居住在河姆

渡冯家。后为采草药来到芝林，他见
此处植被丰茂，流水潺潺，风光旖
旎，又盛产草药，地域隐蔽安全，
遂携妻子儿女在此结庐筑棚定居，
成为芝林村孙氏家族的开山始祖，
开枝散叶，子孙繁衍数十代。后
来，又有茅氏、毛氏、王氏等姓氏
居民陆续迁入，逐步形成一个较为
庞大的山区村落。

村里的老人说，村庄原名槠林，
意为林木茂密，清代时才改为芝林，
取“采芝入林”之意。也有传说认为，
这里草药生长繁茂，尤以盛产灵芝
而得名。如今，村里还存有白岩寺、
芝林庙等古迹。

因为地处隐蔽，芝林在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
在浙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活动场
所，曾做过慈南工程任务大队的总
部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的驻地，为宁
波有名的“红色堡垒村”之一。抗战
时期，芝林村中的造纸厂，生产一直
持续到 1945 年部队奉命北撤为止，
还隐蔽过数以万斤计的军粮，为浙
东的抗日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生态家园谱写绿色发展

青山竹海、流水飞瀑，加上淳
朴的民风，芝林村的原生态之美令
人流连忘返，赢得“浙东小九寨”
的美誉。而在宁波“驴友”的眼
里，芝林更是一处寻找野趣、回归

自然的宝地。
芝林村拥有 8000 多亩山林，在

这个天然“大氧吧”中，村民多以种
植毛竹林木为主业，发展缓慢。2011
年起，村里引入外来资本，合作开发

“浙东小九寨”景区，由此走上了生
态旅游振兴之路，目前景区年接待
游客 30 多万人次。村党总支书记徐
如锋介绍，村里确立了打造“绿色生
态红色芝林”的发展理念，规划建设
美丽乡村精品村，提升村庄整体形
象和居住品质，让绿水青山真正成
为“金山银山”。

蜿蜒的白岩溪流水淙淙，溪畔
的民居白墙黑瓦，并以水墨山水做
装饰，新建拱桥跨溪而立，风姿绰

约。近 5 年来，芝林村累计投入
4000多万元打造美丽村庄，拓宽道
路，建成大隐首个村级污水处理系
统，实现污水零排放，整理农房外
立面，实施村庄彩化美化等。村里
还建起了专职卫生保洁队伍，将厨
余、生活和建筑垃圾分类存放、集
中收取、统一装运。

去年秋天，芝林村被农业部评
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近年来，芝
林先后荣获“国家第一批绿色村庄”

“浙江省森林村庄”“宁波市级生态
村庄”等荣誉，大美山水成为芝林发
展的“金名片”和发展新动力。

广西的韦大姐嫁到芝林村近20
年，7年前成为村里首批农家乐经营

户。如今，她家原本粗陋的竹楼餐馆
升级为三层新楼房，并辟有客房，
吃、住一条龙。“村庄面貌越变越美，
来的游客也更多了。”韦大姐高兴地
说。截至去年底，芝林村里的农家乐
以及民宿达到 22家，床位 160多张，
能同时容纳 3000 多人就餐。在发展
生态旅游道路上，芝林村村民干劲
十足，收获幸福。

每年冬春时节，草莓
都会成为地产水果中的

“尖货”。在奉化区岳林街
道的斯张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1994年出生的姑娘
斯双双用椰糠代替泥土，
种起了大棚草莓，阳春三
月变身“网红草莓”。

本报记者 项一嵚
通讯员 吴晓琳

走进草莓大棚，采摘客们惊
喜地发现，地上铺着柔软的塑料
毯，草莓种在了一排排金属支架
上，底下是洁净的椰糠。在这里
站着摘草莓，既轻松又干净。

“全家都搞农业，女儿更是从小
爱在地里干活。”斯双双的爸爸
说，公司由全家人一起打理，不
仅种草莓和水蜜桃，还有芋头、
小番茄等 10 来种蔬菜。斯双双
去年 6月从吉林农业大学农村经
济管理专业毕业后，决定回来把
自家的农场搞起来。

“大学里的课程包括市场营
销、农业保险等方面，能帮我打
开思路。”东北三省是我国重要
的农业基地，斯双双常利用课余
时间逛逛各类农博会，想找到种
植草莓的新技术。因为有不少游
客向她反馈，既怕泥巴弄脏衣
裤，也受不了长时间蹲在地上摘
草莓的“苦差事”。在东北的农
博会上，她了解了由电脑进行全
天 24 小时控制的水肥一体化设
备；回到宁波后，又通过宁波市
农科院找到了适用于无土栽培的
金属架和产自斯里兰卡的椰糠。

椰糠是椰子壳的纤维粉末，
其颗粒有粗有细。在无土栽培技
术中，椰糠是一种理想的土壤替
代物。斯双双介绍，椰糠本身既
不含有任何营养成分，也没有细
菌，还具有良好的保水性与透气
性。这使得种植在椰糠中的植物
不易受害虫和疾病困扰。椰糠还
可以在消毒后循环利用，避免连
续种植引起土壤板结。每年 7至
8月，在椰糠上盖好尼龙膜放在
烈日下暴晒，或者用蒸汽熏蒸，
都是有效的消毒方法。配上智能
控制的水肥一体化设备，草莓就
能在椰糠里享受“营养液”的滴
灌，农场的劳动力省下一半，肥
料也减少了80%。

令全家人惊喜的是，10 亩
以椰糠种植的草莓甜度达 15度，
硬度较高，保质期大大延长，快
递送货也不成问题，每公斤售价
可达 30 元。斯双双说，椰糠、
大棚和水肥一体化设备的总投资
超过 100万元，这批草莓今年亩
产量预计 1500 公斤，明年有望
增至 2000 公斤，有望在三年内
收回投资成本。在成功试种“章
姬”“红颊”两种草莓的基础
上，她计划明年从市农科院引进
新品种，吸引游客来采摘。

目前，斯双双所用的草莓栽
培架是单层的，其实架子可做到
三层，实现“一亩地抵三亩”的
效果，但她希望每颗果实都有充
足的光照，不应为追求产量而降
低口感。今后，她将尝试在草莓
下方种植光照需求不强的多肉植
物，在草莓上层吊挂各类花卉，
将无土栽培的草莓大棚装点得更
加绚丽多彩。

大隐芝林村：
山水藏古韵 生态新家园

出了余姚大隐镇，沿着大溪往西南方向走，林木葱
郁，青山倒映在双溪口水库的烟波中，一路美不胜收。行
车 10余分钟，转过一个山坳，眼前闪出一个清丽的村
庄，便是芝林村了。

坐落在四明山北段余脉峻岭山岙中的芝林村，总面
积9平方公里，境内山峦连绵，竹木茂盛，溪流纵横。白
岩溪如一条“之”字形白练，横贯全村。初春时节，早樱、
玉兰花悄然绽放，不时有农人背毛竹下山，沿溪而行，构
成一幅美丽的山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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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江丽珍

本月3日，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高
塘四村危旧房改造项目如期完成签
约，共签约2358户，签约率达99.79%。

2017年 6月，该项目启动。11月
27日，签约启动。

高效签约的背后，是西门街道联
合相关部门合力攻坚，拔钉子、啃难
题的结果。

锲而不舍的万里追踪

征收启动之初，工作人员发现，

高塘四村41号有一户产权人郑某已
举家移民美国定居。房屋抽签近在
眼前，如何联系上房屋主人？工作人
员立即前往派出所、出入境管理处
等处，但是均无法找到郑某的个人
信息。

工作人员锲而不舍，通过各种
渠道继续打听郑某的联系方式。功
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联系上郑
某托付管理房屋的国内朋友。但郑
某与该朋友之间只通过电子邮件沟
通联系，没有实时交流方式。工作
人员没有气馁，多次催促朋友留
言。

两个半月后，终于与郑某取得
联系。而此时正值圣诞节期间，大
使馆休息，无法办理签约委托公
证。工作人员又不顾10多个小时的
时差，在凌晨2点通过微信与郑某取
得联系，最后在律师的帮助下，在抽
签前夕取得委托公证，如愿抽取房
源并顺利签约。为此，郑某多次来
电深表感谢。

急人所急的细致服务

80多岁的独居老人毛阿婆双眼
视力接近失明，女儿每天上午会来
探望一会，其余生活靠社区照顾。
为了让毛阿婆及时并详细了解征收
政策，工作人员20余次上门，从发
放征收通知、征收意愿征询、房产
证明收集，到同意征收签约等全过
程，不厌其烦地对毛阿婆一对一讲
解。“房屋拆迁是大事，对毛阿婆
这样的独居老人等特殊人群，必须
十分细心和耐心地讲透政策，为他
们分析最适合的安置方案。”征收
四组组长邱红明说。

76岁的许大爷患有严重的类风
湿性关节炎，行动受限，他儿子由
于脑溢血瘫痪在床，即将成年的孙
女则需要独立房间。为此，许大爷
提出了“需要 3 室 1 厅、电梯房”
的要求。而安置房源紧缺，尤其是
大户型的房源更是抢手货。眼看房
源越来越少，工作人员急许大爷之
所急，多次带领许大爷老伴实地看
房，为他们挑选到一套在他们经济

能力范围之内的103平方米的3室1
厅房子，让许大爷全家十分满意。

令人欣慰的亲情友情

房屋产权属于公房，工作组每
天需多次赴房管所查询产权人信
息，回来后则要挨家挨户上门走
访，加班加点是常态。征收东片六
组组员相对较少，组长王波带领组
员，不分昼夜挑起重担。王波爱
人需要值夜班，两人只好把年幼
的孩子放到年迈的奶奶家照看。
从去年 6 月项目启动到签约完成，
短短 8 个月时间，王波的头发明显
白了许多，可他的口头禅总是“没
事”。

对工作组人员来说，深入居民
家中，细心了解居民需求，热心宣
传政策，耐心解难答疑，是每天工
作的“常规动作”。在一次次与居
民认真沟通、有效互动后，大多数
居民和工作人员建立了亲情、友
情，理解支持和配合着签约工作。
去年 12 月 13 日，高塘四村危旧房
改造东片区第四组创下了项目改造
征收的纪录——日签32户。看到这
一场景，第四组工作组长俞立红由
衷地感叹：“工作是辛苦的，心情
是愉快的！”

象山贤庠村：“门面村”改头换面

高塘四村危旧房改造项目背后的“ ”

本报记者 沈孙晖
象山记者站 陈光曙
通讯员 李 萍

“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
……”夜幕降临，欢快的旋律在象山
贤庠镇贤庠村内响起。70 多岁的吴
赛亚迅速收拾好碗筷，径直奔到村

里小公园和“老伙伴”跳舞。
公园内，绿植错落有序，健

身设施齐全，村民散步
休闲，孩童追逐嬉戏，
一 派 和 谐 欢 快 的 景
象。“现在村庄环境
美了，住着也舒心。
去年村里建了这个
公园，我和姐妹们几
乎天天来‘扭一扭’！”

吴阿姨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贤庠村是贤庠镇政府所在

地，南临环港大道，紧靠省道盛宁公
路。全村有 365户 1170名村民，大多
从事建筑、模具行业，去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 80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
三四万元。

作为全镇的“门面村”，贤庠村
以前的村容村貌实在有点“摆不上
台面”。“过去我们村都是石子路、黄
泥路，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出门
不方便，村民们颇有意见。”村党支部
书记张献文以前在宁波搞建筑，2011
年作为能人回来担任村支书至今。他
把村庄“颜值”提升的“第一刀”切在

了修路上，“去年全村硬化路面3000
平方米，基本实现无杂石路面。”

修路的同时，如何改变脏乱差
的农村面貌，打造村美、人和的美丽
乡村？去年村班子多次召开环境整
治会议，通过“村民说事”广泛征集
大家的意见、建议，委托宁波大学规
划设计院对村庄重新进行系统规
划。“贤庠村将划分为公共服务核
心、休闲游憩、梳理改造和集中新建
四大片区，全力推进‘安居、宜居、美
居’工程。”张献文告诉笔者。

走在村内，道路上不见一点杂
物，两旁种植的紫薇树错落有致，河
道内水声潺潺……据了解，去年贤
庠村对环村道、主干道进行疏通、拓
宽、绿化，完成墙面美化 1 万余平方
米，河道驳坎 200 余立方米。3500 平
方米的破旧房屋被拆除，“取而代
之”的是新修建的小公园、绿化等。
村口近 1 万平方米的镇文化广场落
成，让全村老少多了一个休憩好去
处，更让“门面村”变得“名副其实”。

家家户户精心打造的“美丽庭
院”，成了村庄美化这块“蛋糕上的
樱桃”。红花继木球、红头杉、茶花

……村民张定参家的庭院宛若一个
美轮美奂的小花园，让过路者艳羡
不已。“村里积极号召大家在房前屋
后种植观花、观叶、观果植物，充分
调动了群众对村庄绿化的积极性。
既美化‘小家’，又扮靓‘大家’，一举
两得！”他告诉笔者。

去年 11 月，贤庠村被列入全镇
垃圾分类试点村之一。“起初村民觉
得扔垃圾还要分类，太麻烦。何况村
里还租住了 100 多名外来人口，让
他们配合更困难。”分管该项工作的
妇联主任徐月琴说，村里挨家挨户
上门做工作，发放宣传资料，给每户
发一个脸盆作为“激励”，同时邀请环
保人士现场讲解操作方法，“我们还
对做得好的典型进行宣传表扬，对操
作不到位的村民强化监督整改。”

几个月下来，村民的环保意识
慢慢提高了。笔者看到52岁村民舒
文敏的家门口放有“可烂”“不可烂”
两个小垃圾桶，他不但将垃圾准确放
入对应的桶内，还主动将空塑料瓶、
衣服等较大物件装袋放在一旁，方便
保洁员收取。“只要习惯养成了，垃
圾分类一定能做好！”舒文敏说。

近万平方米的文化广场成
为村“门面”。

（沈孙晖 史文君 摄）

芝林春色。 （余建文 摄）

高塘四村危旧房改造项目签约现场。 （陈朝霞 摄）

暖心故事

斯双双在打理草莓。
（项一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