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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吸”的生态停车场

3月至 6月，春雨连带着梅雨；8
月至 10月，台风夹带着秋雨。“小雨
不积水，大雨不内涝”，这曾是白米
湾村村民不敢想的事情，如今，随着
海绵生态设施的建设，梦想正逐渐
演变为现实。

在海绵化改造过程中，白米湾
村老百姓最为满意的是，新增了 6

处停车场。与普通停车场不同的是，
这里采用了“海绵+”的理念，利用

“透水砖+透水沥青”新型材料，透水
砖由颗粒较大的材料制成，中间留有
空隙，砖下有碎石层、沙层和预埋好的
渗流管，雨水能够快速下渗，实现对地
下水的补充，而经过碎石和沙层过滤，
还起到了净化作用，从渗水到净水再
到排水，实现水处理闭合。

除了停车场，环绕狮子山及卢
家山形成的还有长约 10 公里的三
环交通系统，利用双幅双色透水沥
青路面，白米湾正逐渐变为一块神

奇的“海绵”，不仅能吸水、蓄水，还
能渗水、净水。

“三级处理塘”成为天然
“净水机”

“第一级为调蓄沉淀塘，第二级
为生态净化塘，第三级为水质提升
塘。”项目承建方中铁十五局相关负
责人指着白米湾村农田旁的“三级处
理塘”说，“三级处理塘”会对农田排
水和降雨进行三级过滤，犹如自然元
素组装而成的生态“净水机”。

用网箱石笼分割开来的池塘，

不再是村民眼中的“臭水沟”了。春
季，蒲草如丝、鸢尾挺立；夏季，狐尾
藻、金鱼藻在水底蔓延；秋季，美人
蕉在塘边开出一片姹紫嫣红；冬季，
水葱郁郁葱葱……交叉种植不同季
节的水生植物，给村民带来一年四
季不间断的风景。沟、渠、塘等作为
排水、蓄积雨水的“容器”，将成为集
蓄水、净水功能于一体的生态花池。

如今，塘内还有吃食有机腐屑
和微生物的螺、蚌等底栖动物，还有
鲢鱼、草鱼等滤食性鱼类，用来维持
水系的正常生态平衡。

为河流“充氧”的曝气装置

白米湾河横穿村庄，在河边嬉
戏玩耍是村里大多数人童年记忆中
不可或缺的片段。“让白米湾河的水
质近期达到Ⅴ类，远期达到Ⅳ类。”
这是村干部对村民的承诺。

在白米湾河的河面上，一排排
“沸腾”的水汩汩地冒着泡，水下是
原位复合净化系统中给氧水曝气装
置。“简单来说，这个装置是为了增
加水体的含氧量，逐步构建起适合
水生动植物生存的环境。”施工负责

人说，从去年 1月安装至今，水质已
有了显著的改善。

漫步白米湾村，“海绵化”改造
处处可见，植草沟、生态水渠、生态
树池、下凹绿地等众多海绵元素共
同构建出一个以“渗、滞、蓄、净、用、
排”为核心的海绵体系，唤回青山绿
水，激活绿色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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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白米湾：
唤回青山绿水 激活绿色脉搏唤回青山绿水 激活绿色脉搏

杨璐：
““北漂北漂””制片人回乡办果园制片人回乡办果园

初夏时节，狮子山下的白米湾村迎来了一年中最
美的时节。盛开的各色花朵散发出不同芬芳；一排排民
居白墙黑瓦，错落有致……依山傍水的白米湾村仿佛
是一幅引人入胜的水墨画，画中的村民在这里寻找到
生活的诗意，而那马头墙上跳跃的鸟雀、河面上低飞的
白鹭则为这湖光山色增添了盎然意趣。

与一年前相比，这里从“里子”到“面子”都有了彻
头彻尾的改变，而带来这些变化的是慈城姚江片区海
绵化项目的全面开展，包括生态农田恢复工程、湖泊河
道生态整治工程、海绵生态配套设施工程等六项建设
内容，白米湾村是其中综合环境治理工程中的重点区
域。

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汪 泳

余姚市鹿亭乡的高岩村地处
四明山腹地，最高点海拔 500多
米，一位宁波城里人却把“家”
安在那里。

他叫屠爱敏，是宁波海关的
一名普通干部。2017年1月，他
作为宁波市派出的第十一批农村
工作指导员进驻高岩村，是村民
口中热心肠的“屠指导”。

“他虽然没做成大项目，但
贵在真心付出，这一年多来他对
百姓点点滴滴的贴心帮扶让我们
深受感动。”近日，鹿亭乡党委
书记陈晓珍对笔者说。

一个“新家”温暖山村

从宁波城区至高岩村驱车需
一个半小时。该村共有 241 户、
户籍人口 713 人，由于交通不
便，村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创
业，住在村里的只有 200余位老
人。当地村民靠山吃山，收入来
源主要依靠竹笋、竹制品、茶叶
等。

高岩村党支部书记方兴波介
绍 ， 宁 波 海 关 与 该 村 结 对 20
年，派出过四任“农指员”，已
届五旬的屠爱敏是第四任。由于
不会开车，屠爱敏从城到村，需
要转三次公交车，花三个多小
时。为了方便工作，他将村委会
的一间资料室整理出来，作为办
公室和宿舍，长期住在村里。

“既然来了，就要静下心来，听
听村民的心声。把这里当成一个
新家，也方便为村民办事。”屠
爱敏身居陋室却很乐观。

住在村中，就有更多的时间
与村民交流谈心。有时看到村中
老人挑担上山，屠爱敏会抢过来
挑一阵；到收洋芋艿的季节，他
会主动帮村民一筐筐背到家。有
一次，一位老人突然病倒，屠爱
敏变身“急救员”，一边联系救
护车辆，一边紧急施救，老人转
危为安。得知快递无法直送到
村，他变身村里的“快递员”，
想办法在陆埠公交车站小店内设
置网购投递点，代为村民进行网
购接货。他还是一名“义务充值
员”，利用支付宝或微信为村民
们代充话费，减少村民奔波的不
便。

一辆“豪车”穿山越岭

高岩村由高岩、深坑、陈天
龙三个自然村组成，三个自然村
之间，虽有小路相连，但距离约
有两公里，出行颇为不便。为
此，屠爱敏花费 3500 元买了一
辆大电瓶“豪车”，往来于农
户、村、乡政府之间。

高山上的土特产品质优、却
价格低销售困难。屠爱敏千方百
计通过自己的朋友圈帮助村民销
售土鸡、土鸡蛋、土豆、茶叶、
笋干、番薯粉丝等。去年，因畜
禽养殖禁养区规定，存栏土鸡需
要马上处理。屠爱敏二话不说将
土鸡装上“豪车”，充满电一路

开到宁波城区，跑了 2 个多小
时，行程75公里。

一颗真心感动村民

“去年冬天，大雪封山。屠
指导刚经历手术出院不久，踩着
厚厚的积雪走访每户村民，嘘寒
问暖。”方兴波说，春节前，他
又自掏腰包为全村 100多位老人
送去毛绒毯。

闲不下来的屠指导得知山上
的鸠坑茶树是龙井茶的鼻祖后，
请人对茶树进行免费检测，为高
山绿茶进行有机认证。了解到蓝
莓收益好，又自费带领村民进行
成片试种。

点滴小事，汇聚真情。驻村
一年多时间，眼看服务期将满，
全村人对他十分不舍。73 岁的
村民褚方成说：“他勤快，热心
助人，给我们送医送药，像自己
的亲人，真心希望他留在村里。”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吴佳怡

今年是杨璐投身果园的第三个
年头。在大学学习视觉传达专业的
她毕业后就“北漂”，在一家影视制
作公司和不同明星打交道，独当一
面担任外联制片人。2015年，在北京
工作两年后，她回到家乡芸峰村，注
册成立了林星水果专业合作社，自
任理事长，开始种植果树，成为一名
果农。

对杨璐的选择，家人很不理解。
在芸峰村出生长大的杨璐却说：“小
时候家乡经济比较落后，这样的印
象一直铭记在心，心里有个情结：一
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状
况。”虽然在北京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都挺不错，但为了心中的理想，杨璐
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回到家乡。

刚回到芸峰村，杨璐开始找寻
自己的创业方向。“现在农村年轻人
不多，人气不足。如果我能专注一个
农业项目，不仅实现自己的创业梦，
而且能带动家乡的父老乡亲致富，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杨璐
说，下定了决心后，她承包了别人刚
到期的 40 亩茶山，着手改建为果
园。

说干就干，杨璐先是推倒茶
树，重整田地，然后到奉化水蜜桃
协会，请教有经验的师傅，买来树
苗，种上了 1600 棵桃树和 1000 棵
猕猴桃树。毫无务农经验的她还参
加各种农业培训课程，学习果树种
植知识。“何时割草、施肥，如何
除虫、疏果、修剪，必须掌握这些
知识，才能管理好果园。”杨璐每
天不是捧着书本研究，就是上网查
询相关的资料，还去其他水果种植

园实地学习观摩。
杨璐深深知道一名果农的艰辛

和付出。“种下果树，第一年因为设
施不完善，又遇上夏季高温，一半猕
猴桃树苗和三分之一的桃树苗被晒
死。”杨路说，心疼至极的她只好补
种树苗。猕猴桃需要爬藤，还需要人
工授粉，她又一一搭棚、立水泥柱，
进行人工授粉。让她欣慰的是，补种
的树苗成活率95%以上。

为了让村民行走方便，杨璐还
自费近10万元，在果园旁修了一条
汽车可直通山上的水泥路。如今三
年过去，畅通的水泥路带火了周边
的樱桃采摘游，今年农民收入较为
可观。杨璐先后在果园里投入近
120 万元，今年也迎来了第一批果
实上市。

“今年是种下桃树的第三年，
结出的果实大而甜，预计产量为

1.4 万公斤左右。”杨璐告诉笔者，
自己不求高产，要保证质量，“现
在我不着急有大的收获，而是一心
一意把果树种好，只有收获品质优
良的果实，才能为未来的农旅结合
发展打下基础。”

这几天，随着果园的第一批水
蜜桃即将上市，杨璐还发挥自己的
专业优势，开始设计桃子包装箱的

“Logo”，还将注册商标，推出微信
等营销方式，推广自己的果园和果
实。“我还想在鄞江成立一个青年
农民协会，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交
流，一起带动家乡农业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项一嵚
通讯员 卓建青

走进倾斜在山间的倒立屋，顿
觉头晕目眩，赶紧扶住墙壁。头顶
上不仅有倒立的餐桌和椅子，甚至
还有浴缸和坐便器，引得不少游客
嬉笑着拍照。开发这一景点的是宁
波奇异国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当
时只是小打小闹，没想到大受欢
迎 。” 该 公 司 负 责 人 徐 小 风 说 ，
2016 年，她的同学投资建起了这
座倒立屋和附近的小酒吧，她当初
并未看好这个项目，到2017年6月
获得净利润超百万元，大大超出了

预期。但不少游客建议，景点体量
太小，不利于长期发展。

于是，徐小风请来一群热爱旅
游、向往乡村的同学，一起出钱出
力出点子，大家达成共识：目前乡
村旅游中的景点和服务同质化趋势
比较严重，许多地方“不耐看”，
游客匆匆拍照后就走了，无法形成
夜间消费，更不会留下“今后还
来”的念想。通过众筹方式，他们
凑 了 1500 余 万 元 ， 希 望 将 奇 遇
谷建设成适合年轻人和亲子的休闲
度假区。

有别于传统的乡村民宿，这里
的 12 间 民 宿 以 单 体 形 式 散 布 山

间 ， 定 价 也 比 较 高 ，每 晚 800 至
1000 元。谈起原因，徐小风坦言，投
资民宿的回报率较低，因国内带薪
休假制度还不普及，每年约三分之
二的时间是淡季。“同学们加入，
主要也是出于热爱，如果单纯从投
资获利来说，可能其他项目来钱更
快。”她介绍，有别于千篇一律的民
宿房间，这里的每个房间都有大家
亲手劳动的痕迹，家具墙饰是自己
设计做的，大小摆设是从各地跳蚤
市场淘来的，这种无法复制的设计
和原创是奇遇谷民宿最大的卖点。

“五·一”小长假期间，岩头
古村景区日均门票收入超 1 万元，

民宿客满。“大家喜欢的不只是乡
村乐趣。”来自上海的王先生认
为，民宿的费用不仅包含了岩头古
村的优美环境、房间本身的设计
感，还有一系列适合亲子参与的活
动。荡秋千、挖笋、做青团、参加
印染工坊和西餐礼仪培训、在小酒
吧里弹唱……参与投资奇遇谷的

“同学帮”把这里当成了古村里的
欢乐之家，他们希望通过给游客更
多参与式体验和增值服务，让更多
人留下亲友间的美好回忆。据悉，
奇遇谷还将与更多“文创达人”合
作，引入茶艺、植物印染、花艺、
西式糕点制作等趣味活动。

▲生态停车场。
◀三级处理塘。

（徐欣 摄）

“同学帮”打造
古村“奇遇谷”
人生是一次奇妙的遇见。今年3月以来，去奉化区溪

口镇岩头古村的游客会为这样的奇遇而惊喜：这座以明末
清初古宅和民国文化为特色的山水古村，多出了不少“国
际范”的时尚元素。除了先前就有的倒立屋，还有鞋子
屋、吊屋、鳄鱼屋、玻璃栈道、山顶泳池……奇妙的是，
它们点缀在山间，非但不显得突兀，还吸引人一探究竟。

“水蜜桃马上就可采摘了，猕猴桃长势也很不错，9月
可以开采了，今年果园终于有了收获。”近日，在海曙区鄞
江镇芸峰村的果园里，27岁的杨璐看着满园的果实，露出
了开心的笑容。

▶图为杨璐在察看果树。（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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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爱敏骑电瓶车帮村民运
送土特产。 （朱军备 摄）

“奇遇谷”一角。（项一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