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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栖之地桃花坑

地处雪窦山徐凫岩下的栖霞坑
村，每个造访者无不为它的美而怦
然心动。

白练般的筠溪从村庄中心流
过，两岸青山巍然，青砖黛瓦的传统
农居依水而建，错落有致。溪边一条
碎石铺就的古道贯穿全村，可沿山
盘绕而上，从村口到南盘岭出口，足
有 5公里之长，是旧时连通余姚、嵊
州的交通要道。长寿桥、弥勒桥等古
桥跨溪而筑，其中村中心的长安桥

为清代木结构廊桥，与两株大樟树
静静相伴，近300年来未变模样。

栖霞坑的美是浑然天成的。沿
村道伴溪而行，周遭出奇安静。气势
不凡的古庙、祠堂，沧桑斑驳的民宅
一一跃入眼帘，偶有农人从山道拾
级而下，仿佛步入了一条穿越百年
的时空隧道。村党支部书记王国龙
说，村庄冬暖夏凉，空气清新，溪水
可以直接饮用。村民以王姓居多，祖
先从嵊县经敏坑、岩坑迁入聚居，已
有 500 余年。追溯历史，为东晋大书
法家王羲之的后裔。村中建有王氏
宗祠，还有一座建于清顺治年间的
显应庙，为全村王、周、何、孙四姓的
宗庙，面积约800平方米。

古时，栖霞坑村曾称桃花坑，而
因为美丽，又名凤栖村，誉为凤凰栖
息之地。栖霞坑的美，不仅在于它的
自然风光和原汁原味的田园气息，
还因为它是“唐诗之路”上的一个重
要“驿站”。1000多年前，唐代众多诗
人墨客从绍兴会稽山出发，溯剡溪
经嵊州、新昌、奉化、宁海至天台山
一带，留下大量诗歌佳作。其中，唐
代大诗人陆龟蒙、皮日休的《四明山
九题诗》等作品中就有对栖霞坑村
的赞美。

生态发展拓新路

栖霞坑村现有村民 260 余户，
不到 700 人。因为地处偏僻，耕地

少，村民多以种植花木为生，经济不
富裕。村中的青壮年大多到奉化、宁
波务工经商，平时村中常住的也就
200余人。

纯美的栖霞坑村如一块璞玉，
静卧山坳数百年。如今，这个“桃花
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赏识和喜爱。
2014 年，村庄被评为市级历史文化
古村，政府部门出资对润庄等阊门
进行修缮保护。这几年，在结对共建
单位的帮助下，村里相继实施环境
整治工程和基础设施改造，所有综
合管线入地，并对民居进行外立面
改造，保持古朴干净的浙派风格。王
国龙说，栖霞坑古道被评为浙江省
十大古道之后，村庄顿时“火了”，秋

天时游客最多一天达 2000 人。现
在，开发旅游，发展“美丽经济”成为
村庄的新方向，鼓励村民在家门口
创业增收。

长安廊桥边原本有所小学，荒
废多年。村里通过公开招标，引入民
间资本建起“栖霞山居”高端民宿。
民宿有 12 间客房，尽管平均房价超
千元，生意火爆。店长小唐说，客人
多来自上海、宁波两地，头一年营业
额约 200 万元，“村庄人少、景美，有
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特别受城
市人追捧。”

王国龙书记介绍，村里另一处
油竹坪也风景独秀，正在考虑新建
民宿。前一阶段，全村排查出 30 多

户人家，有条件改造为农家客栈。村
里投资了约 200 万元，改造旅游标
识和相关设施，并新建了一个小公
园。同时，村里也看到在开发旅游上
自身存在的地方狭小、接待能力有
限等先天不足，“我们追求的是‘小
而美’，保持原生态特色。首先要把
祖先的遗产保护好，把青山绿水养
护好，这笔美丽财富才能一代代传
下去。”王国龙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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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口栖霞坑村：
徐凫岩下“桃花源”

栖霞坑村位于奉化溪口镇西北筠溪源头。沿着
亭下湖边的浒溪线支线直行10余里，一路上山峦叠
翠，鸟鸣啾啾。待看到前方有座白色的虹桥，忙拐
入侧边小路，再蜿蜒前行数里。这时，潺潺水声传
入耳际，眼前豁然开朗，一处宁静的村庄从山坳中
闪现出来。

慈溪退休电工
潜心描绘潜心描绘““老行当的记忆老行当的记忆””画卷画卷

宁波有哪些老行当？也许你能从一位慈溪老人创作

的“老行当的记忆”画卷中找到答案。这位老人叫岑家

康，今年77岁，家住慈溪市浒山街道。5年来，他潜心

搜集关于宁波老行当的资料，还将其中一部分绘制成画

卷，唤醒了“老宁波”的儿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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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坑村。 （余建文 摄）

本报记者 陈章升
通讯员 陈璐佳 葛雯莹

岑家康曾是一名电力工人，退
休前在当地供电局工作。在他家的
客厅里，最显眼的是位于正中的画
台，上面摆满了笔墨纸砚以及绘画
颜料。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天他
在这里创作近2个小时。“我从小喜
欢画画。年轻时忙于工作，一直没
有机会沉下心来创作。”岑家康

说，退休后，他在老年大学学习水
墨画。十多年来，他视绘画为人生一
大乐趣，创作的作品以人物画居多。

在浒山街道浒西社区，岑家康
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绘画达人”。走
进他家，人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大画
廊，那里既有神态各异的人物画，也
有栩栩如生的动物画。“工笔、写意，
只要喜欢，我什么都画。”岑家康说，
他还发挥自己的绘画特长，在小区
宣传窗张贴各种类型的宣传画，受
到社区居民的欢迎。

岑家康的老行当绘画创作始于
2014年。那年，他在 《美术报》 上
看到几幅关于温州老行当的画作后
受到启发，开始描绘记忆中的宁波
老行当。“几十年来，大家的生活
蒸蒸日上，新事物新职业不断涌
现。其间，很多老行当、老手艺、
老物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岑家
康告诉记者，“宁波的老行当特色
鲜明。我想通过绘画的方式把它们

展现出来，让年轻人更好地了解过
去的生活！”

先用铅笔打底，勾勒出人物、
场景的大致轮廓；再用毛笔描绘填
色……采访中，岑家康向记者传授
个中技巧，“画画前，一定要做好充
分的准备，人物的表情动作、场景的
设置要事先想好。你看，这幅描绘老
行当的水墨画上，左边是一个绣花
姑娘，右边是一个放牛娃，都是根据
我记忆中的场景画出来的。”

“老行当的记忆”画卷生动地
展现了老宁波的市井生活。补鞋、
做戏文、抬花轿、点油灯……画上
的人物表情生动，展现的场景富有
浓郁的生活气息。“老行当凝聚老
一辈的智慧，承臷着旧时的人文、
风俗和情怀。”岑家康说，起初，他
只是随意画几幅，“后来，画多了，
就逐渐拼接成这幅 10 多米长的画
卷，其中涉及 55个老行当。”

这幅“老行当的记忆”长卷犹

如一把钥匙，叩开了“老宁波”的
记忆大门。本月初，这幅画卷在慈
溪市图书馆举办的老干部画展上首
次公开亮相反响热烈。”岑家康高
兴地说，“孩子们也感兴趣。我还
在现场当讲解员，向他们讲述老行
当背后的故事。”

“老行当的记忆”画卷受到好
评，进一步激发了岑家康的创作热
情。“像打稻子、翻河泥之类的老行
当，我没有画过。只要有精力，我
会一直画下去。”岑家康说，“老有
所学，老有所乐。希望在 80 岁时，
我能画出 100 个老行当，把它们印
刷成画册，将‘老宁波’的生活记
忆延续下去！”

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周永卫 王际明

如何让广大司机职工“方向
盘”不偏离正确道路？江北区货运
司机工会联合会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区7768名在职货
运司机中寻找党员。在“线上”，
通过“车轮上的工会”微信公众
号、物流企业 APP、微信群等平
台，向货运司机推送宣传动员消
息，引导司机党员主动找组织、亮
身份。在线下，广泛开展党员信息

采集，并进行身份核实，确认司机
党员125名。

6 月 5 日，江北区货运司机之
家党支部成立，并根据行业特征和
实际情况推出了“红色”系列行
动。

作为党支部成立后的首个活动
——江北册亨“红蓓蕾流动书屋”
爱心发车仪式 6 月 5 日举行，司机
们积极参与，跨越 2200 公里，把
江北区社会各界捐赠的 5 万册图书
平安送到对口扶贫的黔西南州册
亨县，并设立 20 个“红蓓蕾流动

书屋”，点亮册亨孩童的读书梦。
货运司机工会联合会还将承接江
北区和册亨县扶贫的物资运输，
及 时 把 江 北 区 扶 贫 物 资 运 往 册
亨，同时将册亨的土特产等商品
销售到宁波，打造2200公里精准扶
贫的生命线。

针对司机党员党内生活不经
常、不规范等问题，党支部以“车
轮上的工会”微信公众号、党建微
信群等平台为载体，创建司机党员
信息采集平台，建立党员网络“云
支部”，打造党员教育“云课堂”，

推动党内组织生活正常化、规范
化，实现党员线上线下学习、活
动、管理、服务“四个同步”。

以“守望相助、服务社会”为
主题，按各物流公司工会组建 8 支
志愿者服务队，公布志愿者姓名、
照片、电话、特长等信息，公开承
诺“有求必应、有难必帮、首问负
责”，把每名志愿者变为志愿服务
的一个据点，构建点点相连的服务
大网。同时，成立司机党员突击
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得到发
挥，引导广大司机砥砺奋进。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立 史媛

“第一年种下就有收获，非
常顺利。”在海曙区章水镇郑家
村自己承包的 40 亩蓝莓地里，
温州人卢建彬看着收获后的蓝莓
枝，算算销售后到手的 10 余万
元，这个数字让他很满意。

去年 10 月，卢建彬看中了
郑家村的一块“风水宝地”，尝
试种植“水果皇后”——蓝莓。

“一般情况下，蓝莓种植需要熬
过三年才会有收获，不过我这次
种的都是大苗，第二年就能挂
果。”原来，49 岁的卢建彬并不
是一个蓝莓种植“门外汉”，之
前他在海宁种了数年蓝莓，积累
了丰富的培育管理技术。眼下，
卢建彬选择来到坐拥四明山优越
自然资源的章水镇发展，希望闯
出一番新天地。

蓝莓果承载着卢建彬扎根乡
土创业的梦想。其实，卢建彬原
来经营建材生意，事业也做得风
生水起。“不当老板当农民”，卢
建彬的身份转变让不少亲朋好友
百思不得其解，而这却是他最重
要的决定。“当职业农民也有大
作为。”来到章水镇后，卢建彬
先后投入了上百万元，建成一个
蓝莓种植基地，今年计划新增
80亩土地，扩产扩量。

近年来，营养丰富的蓝莓在
国内市场成为水果新宠，有很大
的潜在目标群体，但蓝莓好吃却
不好种。卢建彬告诉记者，落脚
章水镇前，他先后考察过多个乡
镇，也和宁波一些蓝莓种植大户
交流过，取过经。“种植蓝莓的
失败率比较高，除了选好地，还
得掌握科学的施肥，灌溉以及修
枝等方法。”卢建彬表示，自己
承包的 40 亩蓝莓之所以能有不
错的产量，离不开平时的精耕细
作。

据介绍，种植蓝莓前，卢建
彬先施肥养地，铺设了滴灌水管
和地膜，保障蓝莓生长需求，待
苗木入土后，还需要定期锄草和
浇肥。卢建彬透露，施水溶肥是
种出好果的重要一环，其中的肥
料量和作业时间都要拿捏精准。

凭借首种成功，卢建彬也成
了章水的“蓝莓大王”。他向记
者展示的蓝莓个大饱满，“今年
产 的 1000 多 公 斤 蓝 莓 一 抢 而
光，这让我坚定了下步的种植计
划。”卢建彬表示，接下来，他

想把总计 120多亩的蓝莓种植园
打造成采摘游一体的基地，并注
册品牌，设计标注专属二维码的
包装盒。同时，逐渐向蓝莓饮
品、蓝莓果酱、蓝莓果酒、蓝莓
花蜜等产品链延伸。“四明山的
好山好水很适宜蓝莓种植，我也
希望周围的农户能跟我一起干。”

图为岑家康正在家中画画。（陈章升 摄）

江北倾力打造
2万货运司机新家园

去年底，在江北区总工会和白沙街道党工委指导支持
下，江北区货运司机工会联合会正式成立。作为宁波市首
家货运司机工会联合会，其先后向货运司机及家属子女提
供法律援助、民事调解、技能培训、义诊服务、亲子阅
读、网上服务、“心灵港湾”等15大项服务，开展各类活
动 50余次，服务司机及家属子女 8500余人次。通过服务

“零距离”，“车轮上的工会”成为全区2万余名货运司机的
新家园。

图为江北货运司机把5万册图书送往册亨孩童手中。（徐欣 摄）

图为“老行当的记忆”画卷中
的老行当。 （陈章升 摄）

卢建彬在打理蓝莓园。（陈朝霞 张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