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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余建文
通讯员 陈 琼 斯玲娅

奉化裘村镇，一股环境整治的
热潮正在全镇涌动。道路白改黑、沿
街立面整治、铺设人行道地砖、打造
特色节点……“各个项目已进入扫
尾阶段，我们争分夺秒，力求做到
最好”，镇城建办相关负责人说。

借助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东
风”，裘村努力打造一个产城人融
合的美丽新镇，加速推进森林滨海
特色小镇建设。全镇共有 8个整治
大项目列入综合整治项目库，计划
总投资 9000 万元，截至本月初，
已竣工项目5个，完成投资7530万
元，进度完成率为84%。

破旧方能立新。长 1公里的银

河路是镇中心主要街道，以前道路
坑洼，沿线建筑破旧不堪。镇里投
资 4500 万元，从外到里实施“手
术”，消除“病灶”。经过一年的建
设，老街道绽放新颜：三线落地，原
本密如蛛网的架空线缆不见了，代
之以一个个集成式变压器；坑洼的
水泥路变成平整光滑的沥青大道；
清爽美观的外立面，让沿线房屋“再
现青春”。居民汪老伯夸赞道：不仅
道路环境变漂亮了，就连之前店铺
私搭棚子、摆摊占道的现象，也统统
不见了，“整治得很彻底”。

环境整治，不仅抓硬件提升，
还要抓软件建设，把卫生意识传播
到家家户户。从去年起，裘村镇实
行每周五党员义务劳动日活动，由
镇机关联村领导、干部带头，组织
各村党员、群众对背街小巷开展环
境治理，并实施环境卫生巡查制
度。“现在，丢垃圾的人少了，主
动清扫街道的人多了”，镇政府相
关负责人说。

在镇村风貌的整治中，裘村镇
用一个个小创意凸显山海特色。在
千年古村马头，至今留有 20 多处

清代、民国时期的阊门院落和历史
遗址。镇里邀请上海复旦规划设计
院制定了“一处一策”的保护和发
展规划方案，在建设提升中保持村
庄特色。村中心新建的一处凉亭，
飞檐翘角，古朴大方。工人说，包括
村里的公厕改建、进村路口景观、墙
体立面等，每一处改造都用心，与古
村风貌相协调。10 月下旬起，在为
期一个月的“水墨马头”艺术展系列
活动中，游客赏画展、听民谣，沉醉
在马头的古风古韵中。

目前，下湖桥、吴江小区以及
吴江桥至西山桥沿路两侧立面粉
刷、景观提升等，均进入收尾阶
段。沿海中线上的黄贤、杨村、应家
棚等村庄入口节点打造，体现浓郁
的“海韵渔歌”风情。镇中心银河路
上的商铺招牌，也各显特色。如小海
鲜排档招牌以蓝色为底，配以螃蟹、
大虾等图样，而兰州拉面的招牌为
黄色，配以一碗拉面图样，十分形
象。“通过环境整治，加快打造一个
有记忆、有品质、有韵味的裘村，助
力乡村振兴，提升群众的生活品
质”，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滨海裘村：破旧立新，创意点亮颜值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立 舒力

10 月底，一个全新的农合联现
代农业服务中心在集士港镇建成，
为辖区农民提供内容丰富的窗口式
服务。到今年年底，这样的中心将在
海曙9个涉农区域实现全覆盖。

电商办公区、农技专家咨询
室、金融及保险服务中心……扎根
海曙农村的镇级农合联现代农业服
务中心，是为农服务的前沿阵地，
也是名副其实的“农民之家”。

线上线下联动 助力产
销两旺

在集士港镇农合联服务中心，
笔者看到，中心设有水稻工厂化统
一育秧示范中心；配备 4台无人机，
设立了专业的飞防团队；设立测土
配方施肥专用化验室，免费为农户

提供测土配方施肥服务；拥有年产
3万吨掺混肥全自动电脑控制生产
线，为广大种植户定制生产各类配
方肥。“我们还建立了线上线下结合
的新型‘庄稼医院’，农民有农作物
的种植管理、施肥用药等问题，农技
专家都能答疑解惑、对症下药。”服
务中心有关负责人陈志良介绍。

除了提供生产服务，不少中心
还着力打造线上和线下两大销售平
台，拓宽流通渠道。

在章水镇农合联现代农业服务
中心，一个摆满了各类农副产品的
展台引人注目。“我们对各村的地道
农副产品进行统一设计和包装，并
免费入驻平台展示展销。”该镇服务
中心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心还成
功对接上市区几家饭店和部分企事
业单位，形成稳定的农产品供应链，
并组织专人开辟微店，把农产品卖
到网上。

“原来，我们缺少市场准确的
供销信息，辛苦种出的农产品往往
卖不动，有了销售平台后，销量增
加，省心许多。”鄞江镇不少种植
大 户 看 好 服 务 中 心 的 “ 搭 桥 效
益”。得益于该镇农合联运营的

“鄞江商埠”品牌，对农合联会员
的农产品不仅统一包装设计，还统

一使用“它山堰”“清沅”两个商
标，线上线下进行同步销售。

金融“活水”支持 推动
发展振兴

农业生产经营看天吃饭、产出
周期长，“融资难”成为阻碍其发
展的短板。对此，海曙岐阳农机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冯明亮深有感触：

“那次，合作社的 3000多亩农田急
需资金周转，中心帮助我们申请到
30万元信贷，解了燃眉之急。”

“其实，区农合联成立后，就
一直加强与金融机构对接，为‘三
农’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海曙区
供销社有关负责人潘信伟说，海曙
区农合联先后与相关金融机构合
作，推出“农合贷”“丰收农合
贷”项目，在会员贷款方面给予利
率优惠等支持。截至 9月底，共为
会员发放贷款超过2.2亿元。

同时，海曙区农合联还启动了
涉农信用贷款贴息补助项目，对符
合条件的信用贷款给予一定比例的
贴息补助，并与农合联合作社会员
星级评定挂钩，合作社信用贷款贴
息 率 最 高 达 2.5% ， 为 破 解 农 业

“融资难、融资贵、信用支持不
足”提供新思路。

海曙：农合联成为农民的“贴心人”

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范丁杰

从鄞州姜山人民路转入姜山大
桥，桥下碧水缓缓流过，那是姜山人
的“母亲河”姜山河，沿河而建的有
一条老街，显得十分安静。这条由东
新街与东街组成的老街已有百年历
史，至今仍有 40余家商户在经营着
各类买卖。

从南大路高高的台阶下行，迎
面是一个修鞋摊子，往前便是临河
而建的一长列店铺。近一公里的街
面上有鞋店、服装店、副杂店、理发
店、渔具店、文具店等店铺，依稀可
见当年繁华街市的流风遗韵。

曾经繁华的闹市日渐冷清

据史料记载，北宋初，陈氏先祖
瑞矜知明州，后世子孙自姑苏迁居
姜山发族。其中一族迁居马池头河
东面繁衍，东岸自然村以河为岸，故
名东岸；东新与东岸同宗，因后代子
孙增多，分迁沿河建造新村，故名东
新。临水而居，因水兴市，东新街自
然地演变成姜山镇的商业中心。

到了明朝中期，姜山镇村落密
布，人口稠多，商业兴旺。民国时，姜
山“东镇市”每逢农历双日为市集，

“西镇市”每逢农历单日为市集。也
就是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里，姜山已经是日日市了。在 20 世
纪 30年代，这里成为全县几大集镇
之一，有大小商店 117家，东新街成
为当时姜山的“闹市区”。

据村中老人回忆，东新街上有
名的店铺有香山堂药店、信泰竹器
店、同兴菜馆、程记钟表店、锦泰昌
布店、金山照相馆等。可以想见当年
曾经是商铺林立，商船泊岸，市声喧
哗。曾经的石板街上，留下多少人的

脚印？
新中国成立后集市一度中断，

直到 1979 年再次开放。之后，相继
开放粮、油和小商品交易，并取消白
肉、家禽、水产品等的供应限制。由
此，这里的集市贸易蓬勃发展，达到
了巅峰。

街市周围的河边泊满了大小船
只，余姚山货、奉化缸甏、宁海木器等
通过船运在街上完成交易。还有江湖
艺人吆喝着表演五花八门的杂技以
招揽生意，梨膏糖、吹糖人、西洋镜的
摊子前围满了孩子们。当地人说，以
前这里热闹到人群“三个拳头打不
开”，生意从早到晚一刻不停。

现如今，原来的老屋大多已拆
除重建。随着时代变迁，店铺里的商
品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逛一逛东新街，最有名的要数
“皱皱毛家”副杂店了。因老板头发
自然卷曲而得名，久而久之这个外
号就在当地传开了。一说到姜山“皱
皱毛”，老姜山人都很熟悉。这家店

已有 30多年的历史，夫妻俩诚信经
营，副食和杂货生意一直持续至今。

“老朱渔具店”的店主朱良德，
估计是其中最年长的店主了，今年
73 岁的他坚守着这家渔具店已有
20多年了。他说，现在河水清了，钓
鱼的人也多了，生意还不错。

承载记忆的老街留住乡愁

近年来，姜山正在进行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地处镇核心的东光
村自然首当其冲。具有历史底蕴的
东新老街，作为挖掘文化资源、打造
特色景观的样板，被列入整治计划。

从小居住在东新街旁边的陈江
波，成为老街修复的策划人。今年 5
月起，他查找历史资料、寻访几位
90多岁高龄的老人。根据历史记载
和老人回忆，他画出了东新老街旧
时风貌的草图，然后请专业人士在
老街河对面的墙上，绘制了一幅长
达 65米的《东新老街实景图》，白墙

黑瓦的明清建筑，鳞次栉比的店铺，
石板桥,河埠头……仿佛《清明上河
图》。同时，又将一堵白墙画出旧时
店铺模样，金山照相馆、祥康服装
店、二商合作理发店、香山堂药店
……店名、店员、商品一清二楚。

因街市临河，为安全起见，工
程队在河边安装了 265米长的木头
扶栏；拆除了街面上破旧杂乱的店
招，重新设计、统一安装了新店
招，并在街两边挂上 50 串羊皮防
水仿古灯笼。一到晚上，灯光倒映
水面，光影朦胧，如梦如幻。据介
绍，下一步，镇里还打算将街上的
电线由上改下，让街面更清爽。

如今，东新老街往日的繁华再
现世人眼前，这个半水半街的人文
景点，也唤起了一代代人的回忆。

姜山东新街姜山东新街：：遇见百年流风遗韵遇见百年流风遗韵
记 者 陈章升
通讯员 岑俞贝 丁剑钢

这两天，慈溪市周巷镇登州
街蔬菜食品厂厂长毛定忠成了大
忙人，口袋里的手机时常响起，
电话那端不是上海南京路、淮海
路上土特产商店的负责人催着发
货，就是南京、杭州、宁波的新
客户主动来洽谈业务。这些新老
客户抢购的，就是他打了 20 多
年交道的酱腌菜。

酱腌菜是一种寻常食品。在
周巷，许多居民会腌制榨菜、酱
瓜。近年来，依托 3.5 万亩蔬菜
种植基地，当地涌现出 170多家
酱腌菜企业和经营户，让不起眼
的土酱菜逐渐“走”向全国各
地，形成一个年产值近 1.8 亿元
的特色产业。

“酱腌菜企业效益好不好，
产品能不能立足市场，也关乎农
户们的‘钱袋子’。”周巷镇农办
负责人告诉笔者，该镇通过环保
整治、技改补助等措施，推进酱
腌菜行业转型升级。5年来，周
巷有 22 家酱腌菜企业实施了基
础设施建设与技术改造，其中新
安装高温杀菌流水线 17 条，新
增自动灌装流水线25条。

改进工艺，用心经营，土酱
菜也能成“大明星”。自 2000年
以来，慈溪市咪咪乐菜业有限公
司每年都会拨出专款，用于清洗
加工、产品包装等生产工艺改
造，近三年，技改资金超过 600
万元。“酱腌菜既是传统的‘下
饭菜’，也是一种休闲型快消
品。现在，消费者理念在更新，
酱腌菜企业除了要在改进产品口
味上下功夫，还要严把食品质量
关。”公司负责人施焕清说。

蔬菜脱水用压榨机，灌装前
采用巴氏高温杀菌……在“咪咪

乐菜业”生产车间内，人们看到的
是一幅现代化的酱腌菜生产场景。
施焕清告诉笔者，经过 10 多年的
转型发展，公司的酱腌菜产品涵盖
榨菜、豇豆、乳瓜、雪菜等，在国
内 30 多个城市打开了销路。“现
在，我们公司准备向保鲜和速冻蔬
菜市场‘进军’，建造的 3500立方
米冷库在今年12月便可投用。”

毛定忠是慈溪酱腌菜界的“发
明家”。今年 7 月，他研发的“桂
花蜜瓜”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
发的商标注册证。“别看这种酱瓜
不起眼，它可是上海南京路第一食
品商店的招牌产品之一。去年，

‘桂花蜜瓜’光在上海市场的销量
就有上百吨。”

要打响周巷酱腌菜品牌，环保
方面也需勤练“内功”。近年来，
周巷镇投资 1000 余万元建起了腌
制蔬菜废水治理中心，接纳处理周
巷及周边地区腌制加工蔬菜企业和
经营户的生产废水。同时，每年拨
出专款用于废水装运补助，第三方
废水处理、废水除臭等。现在，相
关经营户每车只需自掏腰包 15 元
至 25 元，就能解决腌制蔬菜废水
处理问题。“为了防止环保意识不
强的经营户偷排污水，镇里还设立
了有奖举报。”周巷镇农办相关负
责人说。

周巷镇还成立了腌制蔬菜行业
协会，推动相关企业抱团发展，让
土酱菜焕发出新活力。截至目前，
82 家协会会员企业 SC 认证率达
100%，拥有国家绿色食品 30 个，
无公害农产品 56 个，部分企业还
通过了HACCP、GAP等认证。

慈溪周巷：
土酱菜闯出大市场

记 者 徐欣
通讯员 方舟 王璐

11 月的江北大河，在微风
轻抚下，泛起层层涟漪。河道两
边，杨柳开始落叶，青草开始泛
黄。堤岸上的垂钓者或三五结
伴，或独自取乐，组成了一幅恬
静怡然的清平画卷。

然而，5 年前的江北大河，
岸 上 垃 圾 、 河 面 漂 浮 物 “ 刺
目”，加上河道障碍物和岸上违
法建筑物，与“秀美”两字无
缘。为此，江北区花了近 5年时
间铁腕治水，使江北大河恢复区
级骨干河道的风采。

延绵 12 公里的江北大河流
经庄桥、洪塘、甬江及孔浦四地，
其中流经庄桥街道的就有 7.5 公
里，涉及 9 个村。“两岸畜禽养殖
排放物、偷倒的垃圾以及生活污
水排放、非法捕鱼等，这些河道的
污染现象，江北大河都存在。”庄
桥街道治水办相关负责人说。

2014 年开始，江北区就启
动了江北大河的整治工作。3.9
公里河岸沿线农田整治、2座碶
闸改造、1 座泵站新建、7 座桥
梁沿线配套改建、城区段 5.5 公
里卡口打通清淤……第一阶段的
整治工作，从河道功能性上入

手，不仅完善了甬江防洪潮工程体
系，也缓解了慈江泄洪压力，还有助
于河道沿线平原涝水东排入甬江，
实现“挡潮、泄洪、排涝”目标。

2017 年开始，农村生活污水截
污纳管、河道清淤疏浚、生态治理成
了整治重点。截至目前，已累计新建
污水管约 19.5 公里，新设污水井
938 座，提升井 6 座；沿线 6 条支流
开展清淤疏浚工程，累计完成 7.83
公里；增加河道挺水植物面积1.5万
余平方米。“除了常规治水，我们还
在部分支流上引进了新的治水技
术。”该负责人介绍，楼家河采用了

“纳米净化+旋转曝气”技术、余家
新河使用了 MBR 处理技术、后孔
小河引入了脱稳气浮技术。

治水不易，护水更难。街道通
过“河长制”与“河长治”相结
合，实现“日巡日查”与“四无四
查”，建立河道协警队伍，配备专
业巡逻船，实施 8 小时动态巡逻，
对辖区河道内的网箱、渔箔等河面
障碍物及时清理，对沿河畜禽养殖
等问题严防死守，同时把“问题督
办”与“绩效考核”挂钩，强化了
工作落实力度。

江北大河：
贯通城乡展秀颜

图为毛定忠
展示袋装“桂花
蜜瓜”及商标注
册证。

图为治理后的江北大河图为治理后的江北大河。。 （（徐欣徐欣 方舟方舟 摄摄））

图为酱腌菜企业生产场景。（陈章升 摄）

马头村老阊门换新颜。 （余建文 陈琼 摄）

临水而建的东新老街。 （朱军备 摄）

章水镇农合联现代农业服务中心展台章水镇农合联现代农业服务中心展台。。 （（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