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徐 欣

【人物名片】
李小江，今年55岁，余姚三七市

镇田螺山粮食（农机）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通过走农机合作社道路，降低
农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帮助
种粮农民增收致富，使三七市镇成为
我市首个粮食产值超百万元的乡镇。
李小江荣获全国“二十佳”农机合作
社理事长、全国农机示范大户、宁波

市优秀种粮大户等称号，田螺山粮食
（农机）专业合作社也被农业部、浙江
省、宁波市评为示范性专业合作社。

又是一年春耕农忙时。在合作
社的1.8万亩农田里，各类“智慧”农
机每天连轴转。我们社员也得趁着
好春光做好春耕扫尾工作。近年来，
自然灾害频发，农民增收难度越来
越大，我要发挥好自己的作用，为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出点力。

种田告别“三弯腰”

1995 年，为解决三七市镇农民
竹笋、杨梅等农产品销售难问题，我
开始从事农产品销售工作。2003
年，看到很多土地出现抛荒现象，我
萌生了规模化流转土地发展粮食生
产的想法。当年，我就在三七市镇承
包了 270亩土地种植水稻。然而，接
下来的几年时间一直处于亏损状
态。我仔细分析了亏损的原因：一个
是因为亩产量上不去，另一个原因
是种植规模上去后，需要的劳动力
也相应增加了，这方面的成本支出
吞噬了大量的利润。

现在农业生产一线的劳动力越
来越紧缺，种粮想要有效益，一定要
走机械化道路。就拿插秧机来说，1台
机器可顶20个劳动力，机器换人，成
本就大大减少了。

2008年11月，我和另外7个种粮
大户合伙组建了余姚市田螺山粮食

（农机）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起步之初，
仅有14台插秧机和2台收割机。如今，
我们田螺山粮食（农机）专业合作社可
谓“兵强马壮”，拥有各类大型农业机械
200余台（套）。其中，插秧机64台、收割
机20台、烘干机36台、拖拉机47台、高
压植保机25台……合作社社员人数也
从最初的8个人增加到现在的150余
人，承包粮田总面积达1.8万亩，粮食
亩产普遍在450公斤以上。咱们三七市
镇成了宁波市首个粮食产值超百万元
的乡镇。

我们有23架无人机。植保无人机
可在3米至7米的低空作业，喷洒速度
快、用药均匀，一架无人机就抵4个劳
动力，还能节省农药成本30%以上。

合作发展求共赢

2009 年，我们田螺山粮食（农
机）专业合作社在农机部门支持下，
成立了宁波市首家农机作业服务中
心，以低廉的价格为农户提供耕作、
植保、收割、加工等系列服务。目前，
我们合作社稻田作业面积有 2.8 万
亩，可为三七市镇及周边乡镇农户
提供农机维修、粮食烘干、米业加
工、统防统治、信息咨询、农资购买、
测土配方等全方位服务，近两年向
农民让利100多万元。

去年 4 月，我还把三七市、丈
亭、陆埠等东部 3 个乡镇的 8 家农
机、粮食专业合作社联合起来，成立
了稻田作业面积达 12 万亩的田螺
山农机服务专业合作联社。

组建合作联社，目的是做强做
大农机服务和粮食生产。成立联社
就可以实现资源共享，抱团取暖。无
论插秧还是收割，各家的农机经过
统一调配，可有效提高农机的使用
率。同时，稻田作业面积翻番后，农
资经销量也随之扩大，通过这种抱
团方式，我们在与农资生产企业“讨
价还价”中增加了话语权，可有效降
低农业生产成本。

现在，合作社还建成了可容纳
200 余人的农民培训学校。我要通
过实用技术培训、技术讲座和咨询
服务，提高大家的科技致富水平。

通过走农机合作社道路，种粮
收获越来越大，劲头也越来越足，我
的个人种植面积也从当初的不足
300亩扩大到眼下的 2550多亩，成
了我市种粮面积最大的农户。

全国农机示范大户李小江全国农机示范大户李小江：：

立志种粮初心不改立志种粮初心不改

李小江向记者展示合作社各类农业机械。 （徐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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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电（记者徐欣 通讯
员朱锡康） 昨天，为期５天的第三
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杭州国际
博览中心开幕。宁波茶叶受到各地
采购商以及消费者的欢迎。

本届博览会上，宁波共有宁海
望海茶业有限公司、余姚瀑布仙茗
协会、奉化曲毫茶叶专业合作社和
象山半岛仙茗茶叶专业合作社等
12 家单位参展，有 21 个展位，面
积达190平方米。

来自奉化的参展商带来了雪窦
山省级品牌系列产品，包括奉化曲
毫、弥勒白茶、大堰白茶和雨易红
茶。奉化曲毫外形细嫩挺秀，滋味
鲜爽，清香持久，吸引了许多消费
者驻足品鉴。雨易茶场向杭城市民
推介了宁波本地小叶种雨易红茶，
甜醇甘爽的口感让广大茶客十分喜
爱。

海曙区集中精力打造的区域公
用品牌它山堰茶叶整合了多个乡镇
的茶园茶业资源，在品牌、质量、
包装、宣传、销售 5个方面统一管
理，推出了绿茶、白茶、红茶 3类
主要产品。此外，宁海望海茶、余
姚瀑布仙茗、五龙潭茶叶等宁波本
土茶叶品牌也广受欢迎。宁波展团
单日茶叶现场交易 100公斤，交易
额 10 万 元 ； 意 向 交 易 量 1500 公
斤，交易额160万元。

第三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开幕
宁波茶叶受青睐

本报北京电 （记 者 张璟璟
张昊） 昨天中午，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开幕式刚刚结束，《北京周报》
的外籍编辑植野友和就忙开了。他
要把习近平主席对于亚洲文明对话
的 4点主张翻译成日语，快速传递
给日本读者。“文明差异不应是世
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文明进步
的动力。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睿
智而理性，如同一把打开沟通理解
之门的钥匙，为世界文明指明相处
之道。”植野友和说。

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倡议，千百年来，亚洲国家、民
族、文化相遇交融的故事不绝于
耳。在这条文明交流的长河中，

“一带一路”的“活化石”、“东亚
文化之都”宁波的光芒熠熠生辉。

得知记者来自宁波，植野友和

显得很兴奋。“宁波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始发港之一，与日本的交流源
远流长。工匠和僧人把宁波的佛
教、建筑、书画等文化传播到日
本，与日本文化相融合。宁波在很
多日本人心中是‘圣地’。”

“亚美尼亚是一个历史沉淀深
厚的古老国度，是古丝绸之路上的
重要驿站。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通
过古丝绸之路绵延至今。我们也知
道，宁波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
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会
场外，记者还遇到了亚美尼亚驻华
大使馆秘书卡若米扬博士。

虽然未曾到过宁波，但这位外
交官对宁波并不陌生。他说：“宁
波与亚美尼亚卡潘市建立了友好关
系，这两年双方在文化、经贸等方
面的往来越来越密切。期待双方创

新合作模式，为推动交流互鉴创造
条件，结出更多友谊的硕果。”

《文明对话：为全球和平谋求机
遇》，这是孟加拉国《每日太阳报》记
者哈桑写的通讯稿的标题。他告诉
记者，“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全球
合作发展的重要平台，而这次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的举行，必将推动不
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丰富多元的文明交流对话，为
宁波和亚洲各地的人民搭建起了美
美与共的大舞台。1983 年，宁波
市友好代表团飞抵日本，与长冈京
签署宁波第一份国际友好城市协
议，开创宁波国际友城合作的先
河；2016 年，宁波至孟加拉国首
都达卡开通全货机航线，开启了宁
波机场采用大型全货机执飞定期国
际航线的新纪录；同年，宁波进口

商品交易中心设立亚美尼亚馆，成
为亚美尼亚授权在中国设立的第一
个国家馆；“东亚文化之都”活动
年和第十五届亚洲艺术节相继来到
宁波，宁波为亚洲文化交流注入新
的活力……从历史走向未来，宁波
焕发出独具魅力、分外绚丽的文明
之光。

卡若米扬还向宁波人发出邀
请：“在宁波的亚美尼亚馆，宁波
市民可以品尝到口味纯正的亚美尼
亚石榴酒、巧克力。欢迎有更多的
宁波人，亲临亚美尼亚，感受亚美
尼亚的精彩文化。”植野友和说：

“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
期待和宁波在教育、文化、体育、
卫生等领域搭建更多合作平台，让
文明交流互鉴真正成为增进我们友
谊的桥梁。”

亚洲媒体记者谈与宁波文化相遇的故事

期待共同续写文明互鉴的美好篇章

茶博会茶艺表演。 （徐欣 摄）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张土良）记者昨天从宁波市教育局
获悉：《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指导意见》出台，明确中小学生
平均每天劳动不少于 1小时。将劳
动评价记入学生期末评价、综合素
质评价档案，加强对学生劳动实践
能力考查，逐步推进劳动教育记入
普通高中学分考核制度，并作为升
学、评优的重要参考。

市教育局将用 3 年时间在全
市创建 100所劳动教育示范学校，
建立 50 个市级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带动全市中小学劳动教育深入
开展。今年上半年，将制定市级劳
动教育示范学校和市级劳动教育
实践基地创建标准，年内创建市级
劳动教育示范学校 30 所、市级劳
动教育实践基地15个。

《意见》要求，要将国家规定的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通用技术课程
作为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渠道，开
足开好。要明确并保证劳动教育课
时，义务教育阶段三年级到九年级
切实开设综合实践活动中的劳动与
技术教育课，普通高中阶段严格执
行通用技术课程标准。各地各校要
开设家政、烹饪、手工、园艺、民族工
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课程。

《意见》要求各地各中小学统
筹校内外和家务劳动，保障中小学
生平均每天劳动不少于 1小时。洗
碗、洗衣、扫地、整理房间，这些家
务活将成为宁波中小学生的劳动
家庭作业。据了解，学校安排学生
适量的劳动家庭作业，保障学生家
务劳动每天不少于半小时（寄宿制
学生在校时间除外）。劳动家庭作
业以在家庭中“自己事自己做”，
适当帮助父母或其他长辈分担家
务劳动为主。

同时，在学校运行中渗透劳动
教育，积极组织学生参与校园卫生
保洁和绿化美化，学校可开辟专门
区域种植花草树木或农作物，开展
各类劳动实践展示、竞技和评比活
动。此外，学校要将校外劳动纳入
学校教学计划，每个学期组织一两
次校外劳动实践活动。

《意见》提出，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要将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的工
作情况纳入学校年度绩效考评指
标。各中小学校建立和完善学生劳
动评价制度，记入学生期末评价、
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加强对学生劳
动实践能力考查，逐步推进劳动教
育记入普通高中学分考核制度，并
作为升学、评优的重要参考。

宁波出台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意见

学生平均每天劳动不少于1小时
做家务情况记入综合素质评价档案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林建国 李传斌）昨天，市政府组
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商务等部
门负责人，对高新区、中心城区的
部分菜市场、餐馆进行暗访检查，
查找“病因”，对症施治。

上午 9时许，暗访组一行来到
高新区梅墟菜市场，在水产交易区
巡查一遍，没有发现活虾蛄、梭子
蟹等鲜活海水产品。询问了几户摊
主，都说卖的是冻品，却拿不出进
货销售凭证。在鄞州的张斌桥菜
市场，暗访组也发现了同样的情
况，明明摊位上销售的有七八个
品种，摊主出具的进货凭证只有
两样，其余的说不清来源。随
后，暗访组来到有名的惊驾路海

鲜街。在一家海鲜大排档，一名
员工正在整理一袋梭子蟹，个头
还没普通茶杯盖大，老板说不清
来源。市渔政支队负责人说，这
么小的梭子蟹都是幼蟹，严禁上
市。“今年，为防止外省以‘暂养
货’名义将海捕产品输入宁波，5
月 8日至 8月 1日禁止所有捕捞活
虾蛄、活梭子蟹上市销售。”渔政
执法人员当场将这些违禁渔获物
依法查扣。

据 统 计 ， 今 年 进 入 伏 休 以
来，我市采取部门协同、市县联
动 ，共 检 查 各 类 涉 渔 经 营 场 所
5500 余家次，查扣涉渔“三无”船
33艘，查处3起非法销售违禁渔获
物案，缴获违禁渔获物379公斤。

把牢违禁渔获物入市关
我市检查涉渔经营场所5500余家次

本报讯（记者陈飞 通讯员胡
青蓝）昨天上午，宁波市第六届家
庭文化节开幕式暨我爱我家垃圾
分类现场会在余姚市梁弄镇横坎
头村举行。全市各地党员干部、妇
女代表等300余人参加活动。

“天下之本在家。”中华民族家
庭美德，是支撑我们民族生生不息
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
的宝贵财富。今年是宁波市妇联、
市文明办连续第六年联合举办家
庭文化节活动。“家庭文化节”品牌
已成为我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
风”重要指示精神的独特载体，成
为集中展示宁波市家庭文明创建
成果的重要平台，成为在家庭中落
实落细落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特色渠道。
本届家庭文化节开幕式，又是

我爱我家垃圾分类活动的现场会。
市妇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通过

“红色领跑、巾帼主跑、全民共跑”
等模式，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
和家庭生活中的两个独特作用，引
导广大妇女和家庭倡导绿色、环
保、低碳生活方式，大力促进垃圾
分类进家庭、进农村系列工作的扎
实落实。

今年家庭文化节系列活动将
从5月中旬持续至10月份。其间，全
市各地将围绕“家庭和、家风正、家
教优、家园美”的主题，上下联动开
展有关特色家庭评选、家风家教传
承、家庭教育知识普及、亲子阅读推
广、特殊家庭关爱等活动110场。

第六届家庭文化节开幕
将持续5个月，举办110场系列活动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奉化
区委报道组黄成峰） 为了救助同
学，面对凶徒利刃，她挺身而
出，身中 8刀。“我不冲上去，她
就没命了。”奉化女大学生崔译文
的这句话感动了无数人，她也因
此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人物。昨
天，央视 《面对面》 节目组来到
桂林，主持人董倩对崔译文及其
母亲进行专访，剖析勇敢女孩背
后的不平凡。

鲜血换回同窗平安，青春绽
放美丽勇敢。日前，崔译文被
评为 3 月-４月宁波好人。当天，

《面对面》 节目组进行了 3个多小
时的录制，主持人董倩作了精心
准备，对崔译文及其母亲面对面
深入访谈，并到事发现场拍摄，
还原崔译文英勇救人的感人瞬
间，讲述她的成长经历和这个军

人家庭的不平凡故事。据介绍，
专访将在近期播出，让全国观众
近距离了解这个可爱、勇敢的奉
化女大学生。

录制完节目，董倩被崔译文
的行为深深打动，评价其是一个

“极其罕见的女孩子”。“她之所以
有这样勇敢的举动，是良好的家
风、家教给予的，教育孩子如何
去认识责任，认识自己和他人的
关系，不过多计较得失。”董倩说，
面对如此危险的境况，她“看似很
简单，但又特别高级”，“如果社会
上有更多的人，能像她这样碰到危
难敢冲上去，那局面就不一样了。”

董倩说：“仓廪实而知礼节。
宁波不仅经济发达，而且人们视
教育比生命还重要，培养出一个
个崔译文，也就不稀奇了。这是
一座大爱的城市！”

央视“面对面”专访勇敢女孩崔译文
主持人董倩：“简单不平凡”折射宁波城市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