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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张海峰 王 珮

瓜香果熟的季节，象山定塘镇沙
地村又迎来了客流如潮的时节。自产
自销的时令果蔬、透鲜生猛的本地海
鲜、常做常新的农家菜肴、山清水秀的
自然景致，让游客尤其是老年人流连
忘返。

清早刚送走一批江苏游客，村党
支部书记郑经治又跑到郑老根农家客
栈里，与旅行社经理商量下一步合作
计划。“我们沙地是象山发展乡村旅游
最早的村庄，现有227户人家、60多家
农家客栈，乡亲们依靠乡村旅游过上
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年过六十的郑经
治告诉笔者。

14 年前，位置偏僻的沙地村因交
通不便一穷二白。村里既无“能人”带
领闯荡，附近也无工厂可打工，村民们
守着“几片山、几亩地”，几乎没啥经济
来源。

借助创建新农村示范村的东风，
村经济合作社投资 100 万元，与投资
商合资成立了天明生态农业公司，流
转 1180 亩土地，种植葡萄、草莓、李
子、西瓜、杨梅等水果，发展生态观光
农业，村集体的“荷包”迅速鼓了起来。

“但我们的格局还是太小了，为什
么不把远方的客人留下来，让他们体
验农村的惬意生活呢？”这个问题常常
让郑经治深思。

2009 年，郑经治提出要发展“农
家旅馆”项目，但村民普遍不看好，应
者寥寥。在郑经治极力主张下，村党支
部决定让党员干部先带头探路。

经过一年多精心筹备，2010 年 4
月，沙地村“农家旅馆”开业，有经营户
24 户、床位 350 余个。为打开市场，郑
经治跑到上海，交押金与旅游公司签
订了“免费吃住一周”的合约。

游客体验后好评如潮，带动了更
多上海客人慕名前来。第二批村民随
即加入其中，建成农家客栈 60 余家、
床位近 1400张，初步形成了“民宿、民
食、民游”一条龙旅游模式。2013 年，
沙地游客接待量突破 15万人次，村集
体经济收入120万余元。

近年来，象山全域旅游发展迅速，
乡村旅游模式层出不穷，人们对乡村
游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这让郑经
治这位“掌舵人”产生了紧迫感。是守
旧不前，还是转型升级？

在探索中，郑经治逐渐认识到老
年人旅游市场是一片新蓝海。经过调
研，并结合历年游客的结构与来源，郑
经治及时改变策略，推行“休闲观光+
养老旅游”新模式，在以休闲观光旅游
为主的老年旅游团基础上，部分民宿
以短租、日租的形式开放给散客与回
头客，以特色服务拓展老年客户市场。

同时，沙地村依托西接影视城、南
靠石浦渔港古城等的区位优势，推出

“老年养心主题游”“渔港古城一日游”
“影视文化一日游”等项目，进一步丰
富了老年人的旅游项目。

“我们以沙地农家客栈作为游客
食宿点和出发点，逐日为游客安排旅
游景点并派导游全程随团，为老年人
提供 24小时贴心管家式服务。”郑经
治说，村里还推出了以定塘“无抗
蛋”“无抗肉”“红美人”等特色农产
品为主的“老年养生主题餐”，不含
抗生素的健康有机食品让老年游客吃
得放心、舒心。

“我这里的客人大多是上海等地
的退休老人，每年要来好几趟。我给
他们包汤圆、做麦糕、煮时令蔬菜。
老人们在这里找到了儿时的生活模
样。”沙地村最早开办养老农家客栈
的村民史常芬说。

省老年养生旅游示范基地的获
评，让沙地村更坚定了发展信心。

“乡村养老旅游并非让老年人回到农
村生活，而是通过全方位的乡村旅游
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一个更为健康舒
适的养老环境。”郑经治希望沙地村
能给老人带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
归属感。

象山沙地村：

筑梦乡村养老旅游第一村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立 史媛

“这些是我的宝贝，希望有一
天可以将它们印刷成书。”每天，
84 岁的海曙区章水镇樟村村民王
永年都会抽出时间抄录一些“难
忘的故事”。在王老心中，传录四
明山革命英烈的壮烈事迹是他毕
生的“事业”。

在王老家中，有他珍藏多年
的手写版革命资料，足足有一
大摞，这其中李敏是他写得最多
的一个名字。

王老说，1944 年他 9 岁，目
睹了李敏和徐婴先后在镇上就义
的场景。“李敏当时教过我们，我
们都很喜欢她。”王老说，李敏就
义之后，他就在心中产生了一个

想法，“将来我一定要把英烈的事
迹告诉更多人。”

1951 年，四明山革命烈士陵
园启动建设，16 岁的王永年积极
参加义务劳动，助力烈士陵园建
设。王老回忆，烈士陵园多次施
工，他都踊跃参加。看着烈士的
遗骨被移到了烈士陵园里，他无
比欣慰，想着有这么多烈士和他
们做伴，李敏等烈士以后不再孤
单了。

大学毕业后，王永年被分配
到湖南的一家军工企业，一干就
是 9 年。那几年，他的心里依旧
惦记着烈士，因为离家太远，他
总是委托家人到烈士陵园为烈士
扫墓。

1971 年，王永年调回宁波，
成为四明中学的教师，离烈士陵
园近了。工作之余，他成为一
名志愿者，每隔几天就要到烈
士陵园看看，干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

回到家乡后，王老还开始收
集、讲述烈士的故事。“闭上眼

睛，烈士们牺牲的情景常常会浮
现在我眼前。”王老说，他将自己
的一生和李敏等烈士联系在一
起。退休后，他更是将所有时间
倾注于此，经常给前来吊唁烈士
的人义务讲述烈士的事迹。他用
这种方式给烈士们守墓。

几年来，王永年感触最深的
就是，现在有些年轻人对那段历
史淡忘了。“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
忘记是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
了如今的幸福生活。”

2004 年起，王永年成为章水
镇的“红色讲师”，通过一遍又一
遍的讲述，唤醒大家的记忆，让
更多的人铭记那段历史，珍惜今
天的美好生活。

“河里的鱼儿要用水来养，抗
日的军队要老百姓帮。军队打仗
在 前 线 ， 老 百 姓 帮 忙 在 后 方
……”每当唱起这首歌，王永年
老人总是很激动。他说这首歌是
李敏烈士生前在章水镇亲自教给
乡亲们的，“我总有讲不动、唱不
动的一天，但烈士的故事将永远

传唱下去。”
如今，年事已高的王老退出

了“红色讲师”队伍，但接棒的
队员依旧在传唱那首“红歌”，
依旧在为众人讲述那段红色历

史。
现在，“红色讲师”骨干成员

已有 20人，他们的足迹遍布章水
镇，宣讲次数逐年增多。烈士的
光荣事迹在一代代传承着。

目睹烈士就义
海曙八旬老人毕生传承红色记忆

游客喜摘葡萄。
（沈颖俊 沈孙晖 摄）

记 者 余建文
奉化区委报道组 严世君

专业服务
乡村礼堂美食飘香

下午 3 时多，笔者来到高岙
村。村庄位于亭下水库大坝下，
风景优美。村里新建的文化礼
堂，面积 2000 多平方米，还有个
独立小院，很是气派。

厨房建在礼堂的边上。一大
笼的梭子蟹已蒸好出炉，单科华
与帮工一起，掀起蟹壳，去鳃改
刀，一盘盛 5 只蟹，只只肥壮，

“奉化人爱吃海鲜，品质必须要
好，分量也要足。”单师傅说。

当 天 晚 上 的 这 场 宴 席 有 10
桌，东家是高岙村村民张海波，
他为孙子办满月酒。单科华说，
宴席早在一个月前就订好了，标
准 是 每 桌 1500 元 ， 不 含 酒 水 ，

“我排了 10 道冷菜、16 道热菜，
外加水果。像这种酒席，要体现
平安、美满，要多做一些功夫
菜。”

早些年的乡村厨师团队是比
较简陋的，用三轮车驮着煤气
瓶、炉灶，还有各种餐具、桌椅
到各村办酒席。而现在，软、硬
件设施统统升级。单科华和他的
帮工，个个戴帽子，着统一服

装，胸前绣着“荣华
家宴”字样。“如今，凡

事讲正规。服装是我从网上
定 制 的 ， 帮 工 也 是 专 业 化 服

务，打算创个品牌出来。”单科
华说，村里三年前要给文化礼堂
配建厨房，就是请他来设计的，
花了 6 万多元，大的设施一应俱
全，并配备了排烟管道，给几百
人做菜都没问题，“现在村里厨
房条件都不错，我们厨师连餐具
都不用准备，上手就能用，十分
方便。”

当天，奉化区市场监管局餐
饮服务监管科科长楼湘萍到村里
来指导，仔细察看设施配置以及
团队的工作情况，颇为满意。区
里对乡村家宴有细化规定，像这
样聚餐人数百余人的宴席，得向
村里备案，厨师以及帮工都要有
健康证。此外，像刀具的套数、
洗菜水池的数量、食物制作的防
交叉污染等，也有具体要求，“像
村里的厨房，冷菜间单独隔间，
并安装了空调，就蛮不错。”楼湘
萍说。

办一场 10 桌的乡村宴席，在
单科华看来，是极为普通的。他
操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宴席，有
98 桌，光请来的帮工就有 20 来
人。不管规模大小，流程都一
样，只要准备充分，临阵就不会
慌。单科华说，乡村晚宴一般下
午 5 时半开始，提前一个小时，
冷菜就要备好，而切菜、切肉、
备料以及很多菜肴的前期加工，
上午就开始做了。说话间，红膏
咸蟹、雁唇金瓜双味、墨鱼拼盘
等一只只冷菜相继完成，其中的
烟熏秋刀鱼，还用盐雕来装饰，
配上发光的小灯泡，一闪一闪，

煞是好看。单科华说，这盐雕盘
饰是自己亲手做的，“更配满月酒
的气氛”。

大厨“下乡”
家宴市场提挡加速

下午 4 时半，冷菜备齐。单
科华稍稍得了点空，跟笔者聊起
了自己的厨师生涯。

今年 50 岁的单科华是土生土
长的溪口人。17 岁初中毕业，他
到溪口一家有名的饭店拜师学习
厨艺。7年之后，单科华进了奉化
酒店工作，并到宁波、上海两地
接受培训，烹饪技术日趋成熟，
获得一级厨师资格证书。

单师傅以杭帮菜见长，之后
还受聘当上奉化一家大酒店的总
厨。尽管在业内小有名气，10 年
前，他却辞去总厨职务，回到溪
口当了一名乡村厨师。

那时候，像单科华这样由城
市转战乡村的专业厨师极少，“我
算得上是奉化第一代乡村家宴厨
师”，单师傅感慨道，人到中年，
转型是件大事，“好在我积累了不
少人脉资源，只是换个地方干本
行，还比较顺当。”

在大酒店当厨师与在乡村办
家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灶上
的大锅里，单科华用文火炖着一
只只蹄髈，每只有 1 公斤多重，

“这是奉化人待客的必备菜。酒店
里，多用排骨酱、蚝油来炖煮，
而做乡村宴席，我就用黄酒、生
抽，再加一点黑木耳，炖上 4 个
小时，味道更好，也更香。”对于
做菜，每位资深的厨师都有自己
的心得。

10 年间，单科华承办了各种

类型宴席，小到几桌的家庭聚
餐，大到几十桌的红白喜事、单
位年会，对客人的口味也摸得一
清二楚。在溪口，传统的乡村婚
礼两天内要办四场宴席，每一场
宴席，主要的菜品不能重复。单
科 华 的 脑 子 里 装 着 100 多 道 菜
肴，随时调用，搭配出一桌桌好
菜。他告诉笔者，乡村办宴席，
也有不少“规矩”，比如办喜事，
是不能上豆腐的，菜色要喜庆。
像奉式三鲜，用的是肉丸、猪
肺、猪肚等材料，且不加粉丝，
与宁波做法差别很大。

楼湘萍告诉笔者，这几年，
乡村家宴市场发展非常快，整个
奉化有 500 余处集体聚餐场所，
乡村厨师有 120 余名，厨师的手
艺有高低。为此，区里、行业主
管部门通过协会，对厨师进行不
定期培训、规范、提升。上月
底，奉化区组织 7 支团队，举行
首届农村家宴美食大比拼活动，
并推出奉化农村家宴“十大碗”，
推动行业繁荣发展。

“移动酒店”
美食承载乡愁记忆

陈芹飞是帮工小队长，手下
有 20多人，为多名像单科华这样
的厨师服务。她告诉笔者，一般
每三桌配一名帮工，每场劳务费
200 元。“遇到农村办白事，我们
凌晨 3时多就要出门，4时多点火
做饭，节奏相当快。”陈芹飞说，
有时候冬天下雪，山村路面结
冰，电动车开不上去，咬着牙也
要及时赶到，很辛苦。

下午 5 时以后，赴宴的客人
陆续到来，礼堂里热闹起来。单

科华开始烹制热菜，迎来最忙碌
的时刻。炉火熊熊，烹煮煎炸，
两个灶头一起运作，单科华气定
神闲，忙而不乱。宴席开始，芙
蓉海鲜羹、咸菜汁炖石蛙、牛排
蹄筋双味、基围虾……一道道热
腾腾的大菜陆续上桌，客人推杯
换盏，宴席渐入高潮。

将近晚上 7 时，菜肴全部上
齐，单科华与帮工才坐下来一起
吃饭。主人张海波过来敬酒、递
烟，“单师傅，辛苦了，今天的菜
大家很满意！”

“儿子结婚，酒席就是单师傅
操办的，现在孙子满月，还是找
他！”张海波告诉笔者，单师傅手
艺好，为人也厚道，“他操办的酒
席，我们很放心，吃起来比饭店
的还合口味，价格又实惠。”

口碑好是乡村厨师的立身之
本 。 一 句 简 单 的 “ 满 意 ”“ 放
心”，是对一名厨师最大的褒奖。
单科华说，乡村家宴好比一个

“移动酒店”，事事要比主人想得
更周到些。农村人办酒席，不求
排场讲好吃实惠，“对我们厨师来
说，也要与时俱进，跟上社会发
展的步伐。”

这两年，单科华平均每月办
10 场乡村宴席，节假日基本没有
休息。乡村人情味浓，为大伙服
务，与客人面对面交流，很舒
服，单科华说，当乡村厨师相对
自由，“累并快乐着”。

晚上 7 时半，宴席结束。客
人散去后，单科华和帮工还要清
洗餐具，将礼堂、厨房打扫干
净。室外，一轮满月高挂在枝
头。在这个中秋夜，单科华为村
民奉上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
还有浓浓的乡愁记忆。

99月月1414日日，，农历八月农历八月
十六十六，，是宁波人极为重视是宁波人极为重视
的中秋节的中秋节。。

清晨清晨 55 时许时许，，奉化溪奉化溪
口镇笼罩在朦胧的睡意口镇笼罩在朦胧的睡意
中中。。单科华独自开车单科华独自开车，，前前
往宁波路林市场采购食往宁波路林市场采购食
材材。。等到朝霞初露等到朝霞初露，，他已他已
满载而归满载而归：：膏满丰腴的梭膏满丰腴的梭
子蟹子蟹，，新鲜的鱼虾新鲜的鱼虾、、贝类贝类
…………

单科华是奉化一名乡单科华是奉化一名乡
村家宴厨师村家宴厨师。。对他来说对他来说，，
这又是忙碌一天的开始这又是忙碌一天的开始。。
当天当天，，在溪口镇亭下湖高在溪口镇亭下湖高
岙自然村文化礼堂里岙自然村文化礼堂里，，有有
一场满月酒需要他来操一场满月酒需要他来操
办办 。。 一 名 主 厨一 名 主 厨 ，， 55 名 帮名 帮
工工，，从碗筷摆放从碗筷摆放、、烹制菜烹制菜
肴到餐后整理肴到餐后整理，，一条龙服一条龙服
务务，，全部由他们完成全部由他们完成。。

““移动酒店移动酒店””开进山乡农家开进山乡农家

一位乡村厨师的中秋节一位乡村厨师的中秋节

王永年在讲述烈士的故事。（张立 陈朝霞 摄）

一桌美味佳肴。

单科华正在烹饪单科华正在烹饪。。 （（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