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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苏轼很喜欢竹子，宁肯不吃肉也
要有竹子做伴。可随着社会的发
展，竹椅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江北区慈城镇金沙村，茂
密的竹林养育了一方手艺人。村
民金忠良近日在家门口制作竹
椅，他像庖丁解牛一般，将毛竹
削割成竹竿、竹片及竹条等，将
处理好的竹子在火上来回烘烫，
坚硬的毛竹便可以拗弯。经过锯

料、凿孔、煅烧、拼接等多道工
序，一把精美的手工竹椅就呈现在
记者面前。

今年是金忠良制作竹椅的第
53 个年头。多年的经验，让他做
起竹椅来有条不紊，完全看不出他
是一位71岁的老人。

金忠良 18 岁那年，村里的生
产队请来宁海黄坛的师傅，前来传
授做竹椅的手艺。金忠良受到推荐
前去学习。一个月后，金忠良已能
自立门户，开始接单做竹椅了。这
一做就是53个年头。

当年，村里组织学习竹椅的 20
多个人，现在还在继续做这门手艺
活儿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如今，金忠
良已被公认为“江北编制竹椅第一
人”。他制作的竹椅已经有了名气，
不少人会慕名前来订购。

江北编制竹椅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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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徐华良 应国民） 寒风凛冽，挡不
住草莓的诱惑。昨天，上百名自
驾游客人来到奉化江口街道新桥
下村的 300 多亩草莓基地，亲手
采摘、选购新鲜草莓，乐不可支。

受雨雪冰冻天气的影响，今年
元旦小长假，很多景点客流明显减
少。但在奉化的各大草莓基地，这

几天前来采摘的游客一拨接一拨，
人气爆棚，给 2019 年乡村旅游开
了个好头。莼湖润海家庭农场场长
王国勋说，基地的 15 亩大棚采用
羊粪当有机肥，种出的草莓味道鲜
美，口感好，不少来自广东、上
海、温州等地的游客慕名前来采
摘，精品草莓售价每公斤 60 元，
依然被抢购一空。

据 区 农 林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今年奉化大棚草莓种植面积
5000 余亩，均按照无公害生产技
术标准组织生产，草莓品质大幅
提升，质量过硬。很多农场除配
备 快 速 检 测 仪 器 进 行 日 常 自 检
外，还给自家销售的精品草莓贴
上二维码，游客用手机扫码，便
能知道草莓的“出生地”，实现质

量源头可追溯。
采摘游与海鲜美食、亲子活动

相衔接，做长草莓衍生服务，让鲜
果增值。元旦小长假期间，“草莓
之乡”尚田镇莓农每天接待游客超
千人。该镇冷西村新投用的“冷西
小栈”提供采摘、餐饮等一条龙
服务，新推出立体草莓盆栽销售
火爆。孙家村“莓”好农创园负
责人赵洁说，除了草莓采摘，农
场还推出煨年糕、堆雪人、制作
草莓花等活动，让客人连吃带玩一
整天，带动其他消费项目，帮助村
民增收。

奉化草莓采摘点燃元旦乡村游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应伟健 胡巨碟） 2018 年最
后的这场雪，把不少正在休假
的人拉回了抢险救援第一线。
前天，各山区派出所的民警和
辅警可忙坏了，各种被困求助
电话不断。

前日突降的瑞雪，在带来
雪景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麻
烦。尤其是山区，海拔高、气
温低、积雪厚，部分道路因冰雪
交融成了“滑冰场”，困住了不
少车辆。

前天上午7点10分，奉化公
安分局溪口派出所接到一群众的
求助电话，称其在奉化与余姚交
界的四明山公路上因车辆刹车片
失灵导致被困。接警后，溪口派

出所民警竺琛带人前往现场救
援。装备防滑链条的警车在山路
上缓慢行驶，至徐凫岩附近的一
个大转弯口，看见一辆越野车失
控横在路对面动弹不得。他们立
马下车，几个人一起徒手推车，

“一二三”，喊着号子，终于将车
辆推出了坑……

意外的“救援”完毕后，民
警和辅警继续前进。一个多小时
后，他们终于赶到了奉化与余姚
的交界处，在与报警人联系后，
才知其遇险处为交界处往余姚方
向一公里处。虽已是余姚辖区，
但救援不能停，后来他们终于见
到了报警人朱先生。只见他的车
横亘在路边，人窝在车里，显得
很焦虑。打过招呼后，救援人员

又一起推车……
回程途中，这支救援队伍又数

次遇到车辆打滑失控无法前行的状
况，他们也是二话不说就下车，帮
忙推行车辆，直至脱险。据悉，他
们从上午 7 点 30 分不到出门救援，
回到所里时已是10点30分。

无独有偶，海曙鄞江派出所前
天接到一男子报警，称车辆摔落在
鄞江镇建岙村凤凰山老鹰岩路边山
下，需要救援。情况紧急，派出所
立即组织警力赶往现场。但因山中
信号不好，报警人电话一时无法接
通，只能靠人工搜寻的方式确定具
体位置。

长时间搜寻未果，正当民警焦
急万分时，报警人的电话终于通
了。原来，事故车辆摔落于山路边

下方二三十米位置，被树木遮挡很
隐蔽。幸亏这里树木茂盛，起到了
缓冲阻挡作用，才没有使车辆一摔
到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车上有两位老人、一名青年男
子以及一名幼童。由于身处崖间，
一车人都不敢动弹，情况十分危
急。民警和报警人的几名亲戚一起
用警车上常备的绳子开始救援。其
间，大家小心翼翼地爬到山下，将
绳子系在受困人员的身上，然后一
个个拉上来。经过近一个小时努
力，他们成功将被困人员救了上
来，无人员受伤。事后，民警获
悉，这一车人原本是想上山看雪景
的，但山路多为上坡路，雪天路
滑，在驾驶过程中一个不小心，车
辆直接摔落……

山区道路成“滑冰场”

车辆出事被困多，民警一路“救救救”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姚敏明） 前几天，浙江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党 （校） 办收到了市
民章老伯写的一封感谢信，薄薄
的信纸承载了满满的谢意，这其
中的故事还要从上月 20 日傍晚
说起。

原来，当天傍晚5点，66岁
的章老伯乘坐 369路公交车前往
南苑饭店见一位朋友，在三市立

交桥站下车时，匆忙之中把自己
的钱包落在座椅上，被乘坐同一
班车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软
件 1741 班 的 学 生 朱 千 一 发 现
了，并开始寻找失主。

朱千一说，当天他坐公交车
回家，发现座位上的钱包后在公
交车站等了一段时间，一直没见
到失主，就先回家了。为了尽快
找到失主，他查看了钱包里的物

件，发现除了部分现金，还有身份
证以及好几张银行卡。“失主肯定
很着急，必须想办法尽快把钱包还
给他。”

第二天，朱千一按照身份证上
的地址来到了东方威尼斯小区，不
料章老伯已经搬家了，于是他和父
母商量后一起来到西门派出所。在
民警的协助下，终于辗转联系上了
章老伯，并把钱包送到他的手中。

“发现钱包丢掉后很着急，当
时也想不起来是在哪里丢的。”章
老伯回忆说，当天他四处找了一番
无果后，觉也没睡好，没想到第二
天中午接到了儿媳的电话，说是钱
包找到了，真是喜出望外。章老伯
当即掏出六七百元现金答谢时，被
朱千一和他的父母谢绝了。

“年轻人能够拾金不昧，还千
方百计找到我归还钱包，真是好样
的！”这件事在章老伯心里一直无
法释怀，想要通过一种方式表达自
己的谢意，于是便有了这封写给学
校领导的感谢信，老师和同学们也
才知道了这件事。

一封感谢信道出暖心事

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
竺昕珂 钟水军） 这两天，吉林
延边州安图县石门镇茶条村室
外 气 温 在 零 下 20℃ 。 天 寒 地
冻，村道上难见当地村民，一
群身穿绿色工作服的志愿者忙
碌的身影却特别显眼。他们是
千里迢迢从宁波奉化来的“小
草”电力志愿服务队。

安图是奉化区对口帮扶县。
当地很多房子建造于 20 世纪七
八十年代，存在电线年久失修、
混接乱搭等问题，甚至有村民家
中因电线老化引发过火灾。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小草”电力志
愿服务队便将“用电安全隐患整
治”志愿服务项目延伸到了安

图。经过前期走访，服务队决定
先对茶条村 59 户贫困家庭的电

路进行改造。
10 名队员放弃元旦休假，从

2018 年 12 月 30 日开始陆续对村民
家中破损线路进行彻底改造。看到
家里所有线路、插座、开关换成崭
新的，还安装了明亮的节能灯，83
岁的村民申京哲非常激动地说：

“大冷天的，你们不远千里来到这
里，还做得这么细致、认真！”当
天，申京哲还和妻子一起穿上全套
的朝鲜族服装，以示对“小草”队
员的尊敬和感激。

“小草”电力志愿服务队成立
于 1990 年 3 月。近 30 年来，服务
队先后获得了全国学习雷锋志愿服
务先进集体、全国第三批学雷锋
活 动 示 范 点 、 全 国 工 人 先 锋 号
等荣誉称号，是宁波家喻户晓的
志愿服务品牌。“按计划到 1 月 4
日，59 户贫困家庭的电路改造能
全部完成。”队长周国军介绍，今
年 4 月他们还将为前期排查的崇山
村、镜城村等5个村共44户贫困户
继续改造破旧电路。

奉化10名电力志愿者放弃元旦休假爱心远播边疆

“小草”为安图贫困户免费改造电路

“小草”队员在当地村民家中改造电路。 （钟水军 摄）

近日，海曙区古林镇枫园
社区的物业管理人员把小区
80 多个楼道的大门把手套上
棉绒布保暖套，让小区业主感
到阵阵暖意。

（丁安 解伟 摄）

楼道门把手
穿上“保暖衣”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陈斌国） 这两天，象山丹西街
道杨蓬岙村 92 岁村民马定其一
早背着锄头，到村东地里劳作，
回来经过门前菜园，又忙着落锄
除草松土……

大女儿马全花、二女儿马梅
凤回来探亲，见状嗔怪道：“阿
大 （父亲） 一天到晚手不离锄，
劝都劝不住。”“现在时兴健身，
种地就是最好的锻炼呀。”老人
自豪地说。

老马有许多好习惯：烟酒不
沾，每顿一碗米饭，荤素不挑。
晚上早睡，清晨早起，只要不下
雨，就扛起锄头去地头。他种了
三四亩地，都是乡亲撂荒的，萝
卜、青菜、生姜、番薯、葱蒜……地
里品种有几十样，四季不断档。

老马种的蔬菜从不出售，分
给亲戚邻居，捎些给村内外的儿

女们。冬令时节，他还早早在地窖
里储藏好番薯、老姜等。“兄妹 6
户人家，平时不用买蔬菜，阿大送
来的吃不完。”马家姐妹笑着说。

老马年轻时当过村干部，带头
开山栽种茶树，杨蓬岙香茗至今盛
名在外，他也练就了一身好筋骨。
马全花上个月回村，老马执意上山
挖冬笋，让女儿带点回去。她怕父
亲年纪大，特意陪他去毛竹山。

“攀山路、爬岩头，我累得脚骨发
抖。阿大身手矫健，挥锄有力，下
山时挑着几十斤冬笋如履平地。”
马全花说，父亲在地里还种了几百
株柑橘，采摘时上树攀枝，手脚灵
活，还叫她们不要担心。

据悉，老马平时在家喜欢看电
视，尤其卫生养生类节目。他告诉
记者：“嗜好烟酒有害无益，打
牌、搓麻将又久坐伤腰，还不如到
菜地里动动，活络筋骨，少病少痛。”

下山挑几十斤冬笋如履平地

象山九旬老人
手不离锄“悟出”养生经

老马在地里劳作。 （陈斌国 沈孙晖 摄）

费伟华

去年的最后
一天，《宁波日

报》民生版报道，浙江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1841 班的林礼嘉
成了校园网红，大家都在关注他
和爷爷、父亲祖孙三代传承志愿
者精神的故事：小林的爷爷自
2005 年至今，从事志愿服务的
时间累计有 2000 小时，还被评
为宁波市优秀城管义工；爸爸也
是一名优秀社区义工；而小林从
9岁开始就跟着爷爷、爸爸当义
工，坚持至今。笔者不禁为这个
家庭好家风代代相传点赞。

时下，有的家长只注重孩子
的学业或过分溺爱孩子，使不少
孩子缺少良好的行为习惯。不要
说去帮助别人，有的甚至连自理
能力都很差，出现了令人担忧的

“巨婴”现象。究其因，就是缺

少了好的家教和家风。
万丈高楼始于基，一个人价值

观形成的起点是家庭，家风就是一
个人和一家人成长的“地基”，家
风如何？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很大。
常言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
学，不知道。”笔者以为，好的家
风是做出来的、教出来的、带出来
的：首先，好家风要求长辈以身作
则，严以律己，做出样子，为孩子
树立榜样；其次，好家风需要言传
身教，口口相传地教孩子学，身体
力行地带孩子做，在学习和实践之
中，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和习惯；
再次，好家风还要宽严相济，疏堵
并举，及时肯定孩子的优点，纠正
孩子的过错和不足，引导他们确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好的
家风，才能培育出好的孩子。但愿
好家风能够代代相传。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为好家风代代相传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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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忠良像庖丁解牛一般将毛竹削割成竹竿。（张昊桦 陈结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