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月盈查看吊藤西瓜。 （余建文 摄）

陈陆意在竹林劳作。 （陈朝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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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坞山下地：
移民村试水旅游兴村路移民村试水旅游兴村路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 立 朱 斌

目前，陈陆意在海曙鄞江、洞
桥等地种植了约 1000 亩竹林，有
高山箭竹、四季竹、黄秆竹、黄甜
竹等 30 多个品种。从外观看，这
些竹子与浙东山区高大挺拔的竹子
不同，最高的约 10 米，最粗的直
径不过 3 厘米，与普通农家中的

“晒衣杆”差不多粗细。更让人吃
惊的是，这是专供国宝大熊猫的

“口粮”。
今年 38 岁的陈陆意原本有自

己的企业，“转行”全心种植竹子
在 7 年前。“那时父亲在鄞江承包
了 1400 多 亩 果 园 ， 从 小 耳 濡 目
染 ， 我 对 农 业 有 一 种 天 生 的 爱
好。”陈陆意说，一个偶然的机

会，听说上海世博会后，有大熊猫
要来宁波雅戈尔动物园安家，正好
父亲也种植了百余亩高山箭竹，自
己何不增加竹林种植面积，专供国
宝“口粮”呢？

2011 年初，陈陆意专程去杭
州市临安区，找到浙江农林大学专
家，引进适合供应大熊猫的竹子品
种，并分两批在鄞江慈悬村的山林
间种植了400多亩竹林。

陈陆意告诉笔者，专供大熊猫
“口粮”的竹子怕霜冻和寒冷，必
须种植在高大的树木下，为其遮霜
避寒，其营养成分和普通竹子不一
样。“每次供货前都需要经过严格
的检测，要求糖分占比 86%以上，
粗纤维超过 94%，粗蛋白 96%以
上，种植时要根据不同季节和气
温，施用不同比例的有机肥，保证

其营养成分。”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先后生活着

三批 6 只大熊猫，其“口粮”全
部由陈陆意提供。陈陆意算了一
笔账：“正常情况下，一只成年
大熊猫一天需要消耗约 100 根竹
子 ， 一 年 需 要 约 100 亩 竹 林 供
应 。 因 为 竹 林 可 持 续 涵 养 的 需
要，1 亩竹林 1 年只能砍 300 根，
存在缺口。”

2013 年，为了扩大种植面积
和品种，陈陆意还专程两次前往
专供大熊猫“口粮”的四川中农
集 团 ， 希 望 引 进 新 品 种 。 让 他

“得意”的是，他还把该公司一名
宁波籍的技术人员“挖”回来做
技术总监，“有了专业技术人员的
指导和监控，我的竹林质量也有
了保障。”

如今的陈陆意在圈内小有名
气。7月初，他还与杭州野生动物
园达成初步意向，将成为其即将建
设的大熊猫繁殖基地的供应商，专
供大熊猫“口粮”。

有了稳定的市场和收入，也瞄
准了巨大的需求空间，陈陆意准备
扩大竹林种植面积。他透露，已经
签好了意向协议，打算承包鄞江蜈
蚣岭的600亩山地，投入约1000万
元启动基础建设，明年春节后就可
在阔叶林下全部种上竹子。

本报记者 朱军备

昔日移民村迎来发展机遇

山下地村由上横、中横、下横三
个自然村组成，村民 1047 户、2641
人；耕地 3000 多亩，山林 1.2 万亩，
是一个半山区村。

追溯村庄形成的历史，村党支
部书记陈云杰说，上世纪五十年代
兴建横坑水库时，水库淹没区以及

水库上游的村民全部移民下山在这
里形成了村庄，村民是“八家姓”，有
王、蒋、陈、邬、阮、翁、熊、顾等姓氏。

之前，由于门前山、笔架山、金
珠山等横亘于村庄东南面，山下地
村交通相对不便。前不久，从奉化城
区通往莼湖镇的金海路，打通了
3000 米长的隧道穿村而过，如今山
下地村到奉化城区只需 20 分钟车
程。近年，重点工程甬新河也从村旁
流过，全村水系更加发达。

同时，村庄西边的奉化开发区
尚桥科技园区红红火火。近千名在
园区上班的工人租住在此，房租也
是村民的一笔固定收入。村民除少
数人种植水稻、杨梅、茶叶和花木
外，大多数在企业上班。

走在村道上，路面正在开挖污
水收集管道。村干部说，该工程将与
自来水改造工程同步进行，另外村
文化礼堂正在选址。

古道、水库、田园都是景

雄伟的笔架山，因山峰形似笔
架而名，是浙东地质奇观之一。山东
边有峦婆岭，千年古道时而陡峭，
时而平缓，九曲十八弯；登上山
顶，远眺江河交错阡陌纵横、房舍
屋宇错落有致。这一奉化旅游十大
新景观，如今游人纷至沓来。

坐落村庄正南方的横坑水库，
碧水映青山。原来作为饮用水源
地，自 2016 年已改为一般灌溉水
水源地。站在水库大坝上远望，笔

架山高耸入云，水库下面田园上静
卧着村落，周边青山如黛，一派江
南美景。

从小在水库边的自留地上种庄
稼、捉泥鳅的蒋伟民，看准了这里
的好风景。15年前，他捷足先登在
荒草滩上挖鱼塘，在水库边兴建垂
钓园，并将在外经营公司赚来的钱
逐年投入进来。他自己设计，筑亭
造屋，种树养鸟，终于营造了金珠
山度假山庄。

走进山庄，曲径通幽，杨梅、
桃子及各种时令蔬菜，尽显田园风
光；半山别墅客房、园林式风格烧
烤，动静相宜；游人还可观赏孔雀、
猴子等，可开会、可垂钓、可餐饮，沉
醉在秀美的山水间，享受一番高山

流水的恬然之乐。
村的北面，甬新河

边 ， 是 一 片 平 坦 的 田
野。5 年前，在外创业有
成的江聪优、蒋仁军夫
妇，回到家乡在此承租 300
亩 土 地 ， 兴 建 了 爱 歌 顿 农
场。经过几年的经营，如今，
这里已集种植养殖、休闲采摘、观
光旅游、垂钓烧烤、婚庆摄影、餐
饮会议、亲子 DIY、科普教育于一
体。火龙果、樱桃、大白珍珠桑
果、无花果、小番茄等时令水果，
常年可让游人采摘，农场获得了宁
波市农家乐休闲旅游示范点、浙江
省休闲农业乡村游示范基地等称
号。忙于采摘水蜜桃的蒋仁军说，

最近正在筹划增设民宿项目，让游
客可以住下来深度体验。

陈云杰说，村民渐渐富起来
了，但村集体经济还相对薄弱。下
一步要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打造
乡村田园旅游村，以增加集体收
入。

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戴旭光

今年40岁的陈月盈是镇海澥浦
镇岚山村月儿农场负责人。眼下，
农场里瓜果飘香，环境宜人。“做
财务做了十几年，之前我从来没想
过，人到中年居然会当农民。”陈
月盈说，她中学毕业后就进企业学
会计，一直做到镇海某贸易公司财
务总监的职位。两年前，她突然辞
了职，和丈夫一起包地种果蔬，这
个跨界大转行，着实让朋友们吃了
一惊。“或许，我内心一直有个田
园梦要圆吧。”她笑着说。

陈月盈在村里包了 30 多亩地，
种植番茄、草莓以及甜瓜等，夫妇

俩投资了70万元，重修沟渠，搭建
大棚，引入自动喷灌设备，并对土
壤进行富硒改良。此前夫妇俩没务
过一天农，“论种地，我们是‘小
学生’，老老实实跟着村里技术好
的农民学，自己网上查资料，不懂
就向农科院老师请教。”陈月盈知
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因为技术还
不精，同样种番茄、草莓，农场的
产量比别人少一大截。

产量拼不过，就在引进新品、
创新上做文章。去年，她从湖北买
来种子试种羊角蜜，这种外形像夜
开花的蜜瓜，当时宁波市面上还很
少见。试种成功后，今年规模化种
植，产量喜人，批发价每公斤 12
元，亩产量预计有 3000 公斤。眼

下，陈月盈种的番茄有黑红绿白黄
五种颜色，还有水果玉米、吊藤西
瓜等。她拿出三包番茄种子，说是
从以色列引进的，一粒种子要 10
元。“也不知道种出来是啥样子，
农业创新就要大胆试。”她说，农
场的瓜果上市期没拉开，效益上不
去，品种跟种植关必须要破，让产
品早上市或推迟上市，才能卖出好
价钱。

为了便于生产、管理，夫妇俩
平常住在农场的管理用房里，生活
设施一切从简。两年农场干下来，
陈月盈变黑了，也更壮实了。她坦
言自己还在“摸索期”，不过农场
已在当地有了小名气，成为镇海区
巾帼创业示范基地。陈月盈是个热

心人，村里一些上年纪的农户不会
上网，种出瓜果难卖出，她就通过
朋友圈广为宣传，无偿帮忙销售。
如今她还将部分大棚包给村里几名
经济不宽裕的妇女种植，统一销
售，帮助她们增收。

日前，陈月盈和丈夫又新承包
了近 50 亩地，打算投资 200 多万
元，引进可移动式大棚，搞现代化
种植，并开展农家乐项目。“务农
是苦的，风险很大，也许会白忙乎
一场。”夫妇俩对此做好了充分的
心理准备，同时也收获了常人难以
体会到的快乐。陈月盈说，看到地
里有东西长出来，吃到亲手种的瓜
果，很有成就感，“这是支撑我往
前走，描画田园‘梦’的动力吧!”

笔架山高耸村南，甬新河流经村北。这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村，也是一个山清水秀、独具江南水

乡韵味的山村。如何将生态环境转化为发展优势？

这是奉化西坞街道山下地村面临的课题。

陈月盈：
财务总监田园筑财务总监田园筑““梦梦””

凌晨4时许，天微微放亮。陈月盈领着两名工人，打
着手电，在大棚采收已成熟的番茄。两个小时下来，采收
了 5 筐番茄，每公斤收购价 2 元。陈月盈浑身被汗水湿
透：“现在是上市旺季，番茄熟了可不能耽搁，必须连轴
干。待会儿批发商就来收购了。”

陈陆意：
为国宝熊猫种“口粮”

“普通竹子是春天冒笋，高山箭竹的出笋期是六七月，这
几天长势很好，又要砍下一批供应市场了。”高温酷暑天，在
海曙区鄞江镇慈悬村山中密密的竹林间，海曙晨宏果蔬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陈陆意挥汗如雨，对着一人多高的竹子，挥动
着砍刀。

▲山下地村村容村貌。 （朱军备 摄）
▶金珠山庄一景。

本报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郑丹凤 郑波波

家有良田千顷，不如一技傍
身。55 岁的宁波天弘电力器具有
限公司技师赖建防对此深有感
触。从学徒工到车间技工、总工、
产品研发设计带头人，36 年来，
他始终坚守对制造技术的一颗匠
心，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前不久，
赖建防入选了百名“浙江工匠”。

赖建防是象山西周镇赖岙村
人。当年，他高考落榜，干过篾匠、
种过柑橘、捕过鱼。1982年，因有
远亲在模具塑料厂工作，赖建防背
着米面被褥，跋山涉水去学技术。
学徒没有工资，但他十分珍惜这个
难得的机会，跟着师傅学操作之
余，挤出时间自学所有能买到、借
到的专业书籍。车间很多老师傅也
乐于指导，给他开了不少“小灶”。

“早年没有电脑和计算器，我
就靠手工描出一条等速螺线（阿
基米德螺线）。”赖建防告诉笔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进入华翔公
司工作，单凭手工就把英文打字
环罩壳的螺旋支口筋刮了出来，
被同事戏称为“天下第一刀”。之
后，公司转型生产汽车配件，接到
了上海大众的项目订单，赖建防
和同事奋战两个月后顺利完成。

几年后，赖建防离开“华翔”，
上北京、下深圳，学得一身精湛技
术。多年前，衢州有家企业“攻坚”
一款被日本垄断的平网印花机设
备，六七名工程师花了一个多月没
能啃下这块“硬骨头”。负责人辗转
找到赖建防，一周后，难题迎刃而
解。

加盟“天弘电力”后，赖建防
专门从事产品研发设计，并在业内
博得“草根发明家”的美誉。在同事
和家人眼中，“不疯魔不成活”是对
其痴迷钻研技术的最佳“诠释”。

“平时，赖建防很健谈。但一进入研
发‘模式’，他就像变了一个人，完

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十天半月
不说一句话，经常凌晨四五时还
在办公室‘打坐’。”天弘公司总经
理吕伟宏说，一开始同事觉得他
脾气古怪，现在大家都习惯了。

妻子则笑称赖建防经常“发
病”。两年前，国家电网温州供电
公司想找人研发防滑脱接地设
备，慕名找到了赖建防。他花了十
余天时间，设计出首个方案：利用
绝缘操作杆实现远距离锁紧、松
开和大角度调整设备，但仍实现
不了自行微调整的功能。

“我就不信攻不下！”赖建防
仿佛“入魔”，连睡觉走路都嫌浪
费时间。一天深夜，熟睡中的妻子
被惊醒，赫然发现他正蹲在床头
柜旁的电脑前开怀大笑，高速运
转的大脑中灵感迸发，宛如燎原
之火。“这种感觉特别过瘾！”赖建
防如此描述。果然，新的设计方案
一举通过供电专家的认可，目前
正在申请专利。

闷头搞技术绝非闭门造车，
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赖建防
一直如海绵吸水般不断学习汲取
新知识并为己所用。正是这股专注
的劲头，让他成为技术创新的“弄
潮儿”。据统计，赖建防已获得独立
完成或作为第一发明人的授权发
明专利11项、参与授权发明专利2
项、实用新型专利14项、外观授权
专利3项，公示中的发明专利三四
十项。其中，电缆管道机器人、登高
机器人、安全升降设备等高端产
品，引领电力智能科技。

赖建防告诉笔者，作为一名
技术“匠人”，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
定力，传承但不固步自封，接续但不
因循守旧，不断研究进取、推陈出
新，“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匠心。”

赖建防：
36载坚守淬炼
草根“工匠”

草根草根““工匠工匠””赖建防赖建防。。（（王惠玲王惠玲 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