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洪笑然 鲍赟赟

“我们茅洋全域旅游示范区分
为山、海、田、水四大乐园，现在大家
所在的地方就是田乐园，这里有 3D
壁画、骑行车道、亲子乐园……”近
日上午，象山茅洋乡的地接导游徐
进带着宁波亲子时光旅游团的游
客，一边参观游览一边细心讲解。下
午，他又在民俗文化村教室里摇身
一变成了教孩子们做鱼拓画的老
师。而徐进的本职工作，是当地蟹钳
港旅游公司的一名营销职员。导游/
职员/老师……徐进在介绍自己身
份时，总会用斜杠来区分。

茅洋乡是省旅游风情小镇培育
单位、宁波市首批乡村全域旅游示范
区。今年以来，全乡游客接待量达
58.16万人次，同比增长38.4%；实现旅
游收入6815.9万元，同比增长23.1%。

随着全域旅游的兴起，昔日“东
南飞”的青年纷纷在茅洋“寻枝筑
巢”、干事创业，全身心投入农村，在
乡村振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像徐
进一样，这群平均年龄 30 岁的年轻
人拥有多重职业、多个身份，不再满
足于“专一职业”，“斜杠青年”便成
了他们的“代名词”。

为了更好地凝聚这股青年力
量，助力乡村建设，去年以来茅洋乡
团委倾力打造“斜杠青年”驿站 。

“‘斜杠青年’驿站是从人到空间的
深化，集青创农场、志愿驿站、青年
之家等功能于一体。驿站以游客服
务中心为总站，在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民俗文化村、溪东村、银洋村等

地设立 9 个分站。”茅洋乡团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

在“斜杠青年”工程的推动下，
这支“生力军”队伍已扩大到 200 余
人。他们中有茅洋游客服务中心团
支部的团员，有本地乡村青年，还引
入了“雄鹰救援队”“白鸥志愿者”等
社会公益组织的专业人才。省美术
家协会会员/青年教师，是 33岁马震
的原头衔，他的作品曾多次入选全
国、省、市书画展。2016年，马震的身
份上又多加了一条“斜杠”——文麓
雅苑青年民宿主。他凭借在美术上
的造诣，将美学理念和美术作品融
入民宿布置中，赋予“文麓雅苑”独
特的个性与内涵。同时，民宿附近有
马震自家和周边农户种的蔬果，可
以让城里游客吃到绿色农产品。

如今，“斜杠青年”们已活跃在
茅洋乡的角角落落：搭建线上线下
农产品展销平台，为旅游团提供鱼
鲞、土鸡蛋等特产；设立智慧旅游标
识标牌，实现全域重要景观带免费
WiFi 全覆盖，并为游客提供分站导
服，了解旅游产品信息；采取“工作
日+节假日”模式，根据旅游淡旺季
和团队需求，提供志愿服务；成立青
年民宿联盟，定期组织民宿经营者
培训，推进民宿规范化运营。

据了解，茅洋乡将进一步加大“斜
杠青年”的培养力度，激励他们在广阔
的农村天地大展拳脚，将青春和智慧
化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塘溪：
合力打造风情旅游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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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帮”企业打造甬城时尚街区

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叶家辉 徐凯

“一路一街”提升城镇
环境

《读史方舆论纪要》 上记载：
“ 夏 时 有 堇 子 国 ， 以 赤 堇 山 为
名……加邑为鄞。”由此认为，鄞
州的“鄞”字出自塘溪的赤堇山。

山水资源丰富的塘溪，山为
两翼，水为纽带，村落有序布
局。梅溪由西往东，亭溪自北而
南，如玉带贯穿镇域，过金鸡桥
汇合后始称大嵩江注入东海。梅
溪水库是镶嵌在塘溪自然画册上
的一颗明珠。现在，塘溪人将它
称之为堇山湖。前年，环堇山湖
已建成“红色长廊”游步道，绕
湖一周八公里可观赏湖景，也可
健身。

从宁波向东穿镇而过的 S215
省道，是塘溪镇的重要交通要
道，也是镇区的门面。至今，该
镇已投入2900多万元，对S215省
道盛宁线坊前至金鸡桥段道路进
行改造提升、浇筑了沥青路面。
省道绿化提升改造正在施工。

塘盛路两边店铺林立，是塘
溪主要的商业街。但因年久失
修，路面破损，店招陈旧，电线
杂乱。近日，计划投入 7000余万
元的塘盛路“三位一体”改造工
程正在施工中。该项目包括塘盛
路624米、名人街300余米、横邹
线 400 余米，共计对近 1400 米道
路两侧街景实施改造提升。工程
包括综合通信上改下、新建排管
及高低压上改下、道路白改黑等
工程。其中，街景改造涉及商户
300余家，改建公交候车亭5个。

此外，还有镇区背街小弄文

化提升工程、中心菜场改造工
程、公厕新建改建等正在施工。

“一湖一线”打造乡村
旅游风景线

塘溪是名人之乡，从这里曾
走出过生物学家、中国“克隆之
父”童第周，昆虫学泰斗、“蝶
神”周尧，以书法泰斗沙孟海为
首的“沙氏五兄弟”，油画家、

“中国的梵高”沙耆等 70 多位全
国乃至世界著名人物。

对四大名人故居以及周边环

境，塘溪镇正在改造提升中。其
中，沙氏故居周边上坎地块的一
些旧房已征收到村，将重新规划
扩建。目前，正在对沙耆故居偏
房进行修缮。

为创建省级风情旅游小镇，
塘溪镇以山脉、水脉、文脉、史
脉为线索进行总体规划布局，今
年率先启动“五村一线”美丽乡
村风景线建设。这五个村中，沙
村的红色文化、童村的研学文
化、童夏家村的山水文化、东山
村的养生文化、前溪头的家风文
化，保持各自的特色。五村也都

在建设游客服务中心、景观小
品、停车场等设施，年内可完
工。此外，东山村至横溪的古道
也将修复。

今年上半年，在沙村的沙氏
故居旁，新开辟了三间旧房及天
井，作为浙东农村第一党支部、
第一农会的陈列室和宣誓广场，
这也为“红色之旅”增加了一个
景点。

从堇山湖往山上去，到童夏
家村，那里的“堇山居”民宿已
成为游客度假和会议、培训基
地；再往山里去，新开辟的“堇
心谷”，是集亲子游、采摘、品乡
味和民宿于一体的山间综合休闲
场所。那里竹林拥翠、溪水潺
潺、野花遍地，被誉为“宁波的
香格里拉”。到白岩山的山顶，高
大的风车依山峰列阵，十分壮
观，远处象山港隐约可见，这里
就是市民公认的“最美风车公
路”。

在东山村的月宫山上，村民
大多已迁居下山。为盘活空余旧
房资源，该镇将引进养生休闲、
高端民宿项目。目前，进山道路
改建工程已启动。

今年6月5日，塘溪镇入选第
三批省级旅游风情小镇培育创建
名单，为鄞州区唯一。塘溪镇党
委书记陈德全表示，将围绕“省
风情旅游小镇”创建目标，以全
域旅游发展为方向，大力发展塘
溪乡村休闲旅游，建设“和谐秀
美塘溪、乡村旅游胜地”。

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许耀立 邵家艳

在三江口老外滩核心区块，
“宁波帮”企业——路劲新天地正
打造一个融合创意、文化、美
学，集特色 IP商业体验、人文艺
术、生态旅游、美食购物等多元
化生活方式为一体的泛生活新体
验空间。

路劲新天地是香港路劲产业
在宁波的首次投资，东起人民
路、西接大庆南路、南为新马
路、北至生宝路，中间有贝家
巷、新马巷贯穿，总用地面积近
40 亩，建筑面积约 13.5 万平方
米。据悉，路劲新天地有望于明

年年中与市民见面，届时江北又
将增添新商圈。

复兴百年文脉之魂

宁波商帮以诚信、团结及现
代商业意识而享誉天下，一直以
来重视乡土亲缘，抱有树高不忘
根的赤子情怀。反哺故土，报效
桑梓，是每一位“宁波帮”企业
家的初心。

“5 年前就想投资家乡建设，
但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这次终
于水到渠成。”单伟豹告诉记者。
他祖籍鄞州，父母于 1960 年赴
港，其母单曹素玉上世纪 90年代
初便捐建宁波社会福利中心“素
玉敬老休养楼”，近年来又捐建了

宁波中医院新门诊大楼和二院眼
科中心，2008 年被授予“宁波荣
誉市民”称号。

作 为 第 二 代 “ 宁 波 帮 ” 人
士，单伟豹和他的路劲新天地项
目只是“回归”的第一步。在他
看来，宁波的交通、旅游、商业
等领域都值得投资。“虽然我生在
上海，在香港长大，但爸爸妈妈
都是宁波人，我也是宁波人。”单
伟豹说，目前他瞄准的是三江口
区域，尤其是老外滩，未来这里
将打造成宁波对外交流的又一张
时尚名片。

沧桑巨变，老外滩留下了近
代宁波发展的历史印迹，积淀了
百年文脉。宁波开埠后，江北岸
涌现出大量极具特色的石库门建
筑群。在众多欧陆风情建筑长廊
的深处，隐匿着中西文化碰撞与
交融的老宅子，如新马路建筑
群、贝家巷建筑群等。一块块古
朴的门牌，一座座厚重的家族府
邸，一位位煊赫的名流巨贾，共
同谱写了宁波商帮精明务实、敢
为天下先的商业传奇。

启幕全新生态空间

繁华三江口，宁波近代商帮
的起航地，也是城市商业文化的
起源地。路劲新天地在此引进世
界顶尖的设计，将商业与文化、
旅游相结合，复兴宁波老外滩，
有望圆一代人的梦想。除了青砖
黛瓦的石库门建筑，路劲新天地
不仅引入了优客工场等国际品牌
入驻，同时积极引进 19 区 IP 项

目、黑桃皇后街等创新都市时尚
消费平台。

项目重点打造十九个主题情
境 五 感 体 验 区 ， 通 过 形 、 声 、
闻、味、触的五官感知，营造神
秘梦幻空间，为顾客带来耳目一
新的玩乐体验。同时，项目还启
用了国内首个情景文化主题式街
区，带入手作体验馆和“书适生
活”体验馆两个项目。

黑桃皇后街是一家极富想象
力和创造力，展现自我和个性的
创意生活体验中心，它有书，但
它不只是书店；它有咖啡，但它
不只是咖啡店；它有文创产品，
但它不是只是创意市集；它有食
品，但它不只是食品店；它有
画，但它不只是画廊。

路劲新天地通过打造全方位
的“多元空间+多元商业产品”，
重新丈量城市的高度，打造宁波
时尚都市新名片。

“这头是古韵典雅的石库门弄
堂，那头是时尚潮流的现代化生
活，仅一步之遥。路劲新天地融
摩登与历史于一体，串联老外滩
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将有利于
核心滨水区时尚文化业态集聚，
提高宁波人生活的幸福感，促进
区域经济转型提级。”白沙街道负
责人说。

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王 超 周顺皎

“海曙企业到贞丰来招聘时，我
看到不少岗位条件很不错，包吃住、
交保险，还有相关的职业培训，于是
决心出来闯一闯 。”近日，被宁波海
曙际沣船员服务有限公司录用的黔
西南贞丰籍员工唐兴泽和两名老乡
在舟山进行技能培训，他对即将在海
曙开始全新生活非常期待。

近日，一份详细记录贞丰籍在海
曙就业的贫困人口名单出炉，包括唐
兴泽在内的 10余名贞丰籍务工者接
到海曙区人社局就管处提供的精准
帮扶无忧就业“服务包”。同时，海曙
区就管处有针对性地走访在海曙工
作的贞丰籍员工。“通过走访排查，为
贞丰籍就业人员的就业生活提供全
方位帮扶，面对面了解他们的就业困
难和需求，宣传讲解就业政策，助他
们更好地脱贫圆梦。”海曙区就管处
相关负责人说。

现就职于横街镇恒创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的李祖泽，是一名来自贞丰
县沙坪镇尾俄村的 90 后布依族青
年。前两年他跟老乡一起来到“恒创”
公司当起电焊工，经过公司培训后，
李祖泽很快便掌握了冲床、剪板、打
磨、抛砂等技术，是公司里名副其实
的“多面手”。

“李祖泽很能干，什么岗位都胜
任。”“恒创”公司董事长刘总称赞道，
他一人要照料一家四口也不容易。

对李祖泽这样举家来到“第二家
乡”的外来务工者来说，他们最需要
一份稳定的工作。目前，李祖泽一个
月工资 5000元左右，妻子也有工作，
一个月的收入能满足一家人在宁波

的基本生活。“宁波很好，我对现在的
工作和生活挺满足的，宁波人对我们
很好。”性格开朗的李祖泽说出了对
宁波城市的喜爱。

为精准帮扶贞丰籍贫困人员就
业脱贫，海曙区人社局开展了向当地
劳动力输送培训、招聘岗位，上门服
务等“打包式”服务。

9 月中下旬海曙区人社局赴贞
丰举行了专场招聘会，贞丰籍“老员
工”们的就业经验，无疑将坚定新一
批贞丰人到海曙就业的信心。

“保障贞丰籍务工人员生活无后
顾之忧，才能鼓励他们更好地留在海
曙工作。”海曙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以来，海曙区赴黔西南州
招聘的企业均向当地务工者抛出“橄
榄枝”，考虑到宁波生活成本较高，大
部分企业为员工提供工作餐、免费住
宿，狮丹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还提供
夫妻房，希望可以吸引夫妻双方都来
海曙工作。

此外，为了提高黔西南地区劳动
力整体素质水平，海曙区还组织“海
曙·贞丰技能扶贫培训班”，为当地劳
动力和贫困人口提供技能培训。

从向当地输送培训、招聘岗位，
到上门服务在海曙工作的贞丰籍务
工人员，再到积极做好劳务协作对接
工作，树立一批在海曙的贞丰籍就业
典型，海曙的“打包式”精准帮扶，正
助力更多贞丰人来海曙就业创业、脱
贫圆梦。

海曙“打包式”精准帮扶
助贵州贞丰贫困人员就业

象山茅洋乡象山茅洋乡：：
““斜杠青年斜杠青年””成为乡村振兴成为乡村振兴““生力军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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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杠青年斜杠青年””徐进正为游客讲解徐进正为游客讲解。。（（鲍赟赟鲍赟赟 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这里是红色传奇之家、克隆先驱摇篮、中国梵高圣
地、蝶虫怪杰故里；这里有“宁波的香格里拉”、浙东农
村第一党支部、第一农会；这是一个人文渊薮、山水清
秀的古镇。

近年来，鄞州区塘溪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
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积极创建省级卫生镇，合力
争创省级风情旅游小镇。

浙东农村第一党支部、第一农会陈列室。

“宁波的香格里拉”一景。（朱军备 摄）

图为知名品牌入驻仪式上，宁波新天地模式引发关注。
（徐欣 许耀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