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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徐浩跃

“这几天，要抓紧时间为羊角蜜
甜瓜授粉，到月底甜瓜采摘了，这项
尝试算是成功大半了。”最近，郑林
达每天5时半起床，来到水果立体套
种试验大棚，要赶早为羊角蜜甜瓜
授粉，还要细心关照火龙果长势，忙
得没有空闲。

今年 41 岁的郑林达是海曙区
古林飞飞家庭农场负责人，自 10年
前从老家温州乐清来到宁波后，就
扎根古林镇前虞村，目前农场里种
植着446亩水稻和蔬菜，是宁波市示
范性家庭农场和海曙区菜篮子商品
供应基地。

去年下半年，郑林达辟出 3 亩
试验大棚，开始“甜瓜+火龙果”立
体套种模式，迈出了由粮食蔬菜等
传统农业种植向“新式”水果种植

“甜蜜事业”的一步。
笔者在试验大棚里看到，绿油

油的甜瓜秧苗长势喜人，每块地的
边缘整齐地搭着一排排一人高的架
子，倚靠其上的火龙果枝条在阳光
下挺立着身姿，大棚内一派生机勃

勃的景象。
“火龙果是去年二三月种下

的，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有规模产
出；甜瓜于去年 12月种下，5月底
就能采摘。其间，甜瓜的叶子能为
火龙果遮阴，对火龙果控水起到了
积极作用；甜瓜秧不再满地生长，
而是顺着火龙果架子往上爬，生长
空间拓展了，产量能得到提升，加

上日照更充足了，瓜的甜度也能提
高。”郑林达对自己的尝试信心满
满。

10 年耕耘，郑林达从一名种植
“门外汉”，到现在成为拥有大片农
场的种地“好手”，还敢于尝试新的
水果套种领域，这得益于他多年的
种植经验积累。

“最初到古林时，种了 8 亩西

瓜。”郑林达回忆，当时他对土地特
性一无所知，也不懂种植技术，于是
他只要有空就在田间“摸爬滚打”，
遇到问题就向周边农户取经，向农
技专家学习，甚至向农药店店员咨
询虫害处理办法，还多次参加各级
农技部门举行的培训，慢慢地成了
半个“土专家”，种出的西瓜也在产
量和品质上不断提升，“农业种植都
是相通的，后来大规模承包土地种
植水稻和蔬菜时就越来越顺利了。”

这次推出“甜瓜+火龙果”的立
体套种模式，对郑林达也是一个挑
战。“这段时间甜瓜开花，得每天5时
半起床为其授粉，“太早了花没开，
太晚了花粉失效，所以得赶着点儿
到田间。”郑林达分析，而火龙果作
为热带水果，生长温度在 15摄氏度
至 25摄氏度之间，冬天为了不让其
受冻，必须让大棚内温度控制在5摄
氏度以上，这对大棚管理提出了严
格要求；同时火龙果的田间水肥、防
虫害等管理也不能松懈。

尽管每天忙碌，但郑林达欣慰
的是，多年来，他种的蔬菜品质得到
保证，通过口口相传，也赢得了批发
市场和超市等稳定的销售渠道，这

让他并不担忧立体套种的水果销
售。“现在自己要做的就是精心管
理，保证甜瓜和火龙果的品质，打出
自己的品牌。”郑林达说。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蔬菜
销售受到影响，郑林达便尝试在市
农业农村局开发的“甬农鲜”云超市
线上平台销售自家的蔬菜，同时他
也看到了农产品“直播带货”销售新
模式带来的商机，他对未来有了更
多规划。

“未来农场将与网络销售平台
对接，进行线上销售，时机成熟的
话，推出直播销售，打响自己的立体
水果套种品牌。”郑林达表示，水果
立体套种非常适合现场采摘，试验
田成功的话，他会扩大种植面积和
增加品种，吸引更多人来现场采
摘，让大家体验田园乐趣，也把自
家农场的经营搞活。

郑林达：
瓜果立体套种 开启“甜蜜事业”

记者手记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苗志瑜

樱花如雪，樱果飘香，游人如
织。“五一”假期，余姚梁弄镇汪巷
村百果园农场里的樱桃星星点点挂在
枝头，引得游客纷纷前来采摘游玩。

“一颗红樱桃，让村民们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农场负责人汪国武看在眼
里，喜在心头。

“今年樱桃虽然因气候原因有所
减产，但价格不错，加上镇党委、政
府帮我们大力推介，以后村民的收入
会越来越高。”谈起村里樱桃产业的
未来，汪巷村党总支书记陈炯信心满
怀。

汪巷村现有耕地面积 890 亩，其
中樱桃种植面积 600 亩，系梁弄镇樱
桃产业的核心区。“我们村属于半山
区，在樱桃种植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陈炯告诉笔者，从 2006 年开
始，汪巷村樱桃种植慢慢形成规模，
并逐渐打出了品牌。

为了进一步扩大樱桃种植面积，
促进产业发展，梁弄镇政府出台了一
系列扶持政策。同时，汪巷村积极建
设樱桃苗木繁育基地、标准果园，成
立农民合作组织，并积极联系省、市
农业专家，因地制宜解决樱桃栽培管
理方面的技术难题，大力开发樱桃新
品种，及时汲取国内外的成功经验，
提升本村樱桃的市场竞争力。

目前，种植樱桃已经成为汪巷村
村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每年 4 月下
旬至 5 月上旬樱桃成熟时，村民们在
地里忙碌的景象和众多前来采摘的游
客、收购樱桃的车辆交相辉映，顿时
让平日里有些冷清的汪巷村有了一种

“车水马龙”的既视感。
“一到采摘季，宁波、杭州、上

海甚至北京的游客纷至沓来。村民们
坐在家门口，樱桃就能变成钱！”陈
炯自豪地介绍，全村仅樱桃采摘一项
年产值就有 480 余万元，带动了村民
发家致富。

要让村民“荷包”更鼓，农旅融
合之路是一条康庄大道。汪巷村现有
百果园农场、山路十八弯果园、拾翠
农庄 3 家集采摘、休闲、观光于一体
的农家乐。“我们希望游客来汪巷村
观光后，在村里吃吃农家饭、摘摘绿
色果，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农家氛
围。”陈炯介绍，4 月 24 日，余姚举
行了第二届樱桃王擂台赛，百果园农
场的“梁弄红”樱桃再次摘得桂冠，
山路十八弯果园的短柄樱桃当选“樱
桃皇后”，拾翠农庄选送的短柄樱桃
获 评 “ 银 果 奖 ”。 这 三 个 奖 项 的 获
得，又大大提升了汪巷村樱桃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要发展乡村旅游，基础配套设施
必须要跟上。经过陈炯多方协调，村
里争取到了上级 500 多万元的资金支
持，用于一期污水纳管和后墙脚道路
的拓宽改造。原先 2 米宽的村道拓宽
至 4 米，有效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条
件，更缓解了樱桃采摘游旺季的交通
拥堵压力。

为了打造农旅结合的新景观，目
前汪巷村正以省文明村、3A 级景区
村庄创建以及美丽乡村升级改造工程
为抓手，进行整体景观提升。“通过
修缮状元楼民宿、四明花海、新氧工
程农业园，打造樱桃观光古道景观，
合理布局农旅服务中心和其他标志性
建筑，以点成线、线带面、面成片的
形式，逐步形成以百果园农场、山路
十八弯果园、拾翠农庄为中心的樱桃
采摘点和以状元楼民宿、四明花海等
为特色的‘产业+农游’网络体系，
搭建独具特色的农村产业链。”陈炯
兴奋地说。

小小的樱桃，在成为汪巷村引以
为傲的农业“金名片”的同时，正撬
动全村的“美丽经济”破茧成蝶，展
翅高飞！

余姚汪巷村：
一颗红樱桃
撬动“美丽经济”

记 者 张 燕
通讯员 高 琦 董美巧

■知心“小姐姐”关注疫
期司机情绪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
手抓，公共交通是最基本的保障之
一。“公交司机每天接触不同的乘
客，他们面临着两方面的风险。一
是自身的安全和心理防线，二是在
指导乘客防控过程中可能受到的
委屈。”最近一段时间，黄珂涛特别
关注来自现场站的安全日志。

笔者注意到，镇海公交 15 个
现场站，每站都有一本安全日志，
其中一部分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司
机心情的调查：“你今天心情怎么
样？”下设“舒畅”“一般”“糟糕”等
选项。对于填写“一般”及“糟糕”的
司机，站长会当场向黄珂涛反映；
黄珂涛平时也会主动到现场对司
机的身心健康进行了解。

“疫情初期，有些司机比较紧
张，担心自身的安全。‘万一我感染
了，家里人怎么办？’‘我们怎么确定
乘客是安全的？’”黄珂涛介绍，司机
的顾虑不无道理，但公交运营是城
市正常运作的基本要求之一，只有
保障司机安全、排除他们的顾虑，
才能让他们安心驾驶。于是，她建
议工会加强职工安全防护，工会与
安全管理部门一起，为司机开展防
疫知识宣教，给司机吃上定心丸。

司机的焦虑克服了，还得让他
们做好车辆安全守护者。“目前宁
波公交实施亮码乘车、佩戴口罩乘
车等举措，绝大部分乘客是配合
的，但也难免遇到例外。”有一次，
黄珂涛发现 382 路司机严师傅的
心情“糟糕”，她立刻赶到现场了解
情况。

原来前一天下午，严师傅驾驶
的公交车途经荣骆路时，上来一位
50 多岁未戴口罩的男子，严师傅
要求他戴好口罩方可乘车，可该男
子非但不听，反而冲上车执意刷
卡，并迅速走向车厢后部。为了其
他乘客的安全，严师傅没有立刻启

动车辆，男子变得不耐烦起来，迁
怒于严师傅，连问“就你事多，你当
没看见不就行了？”“你有什么资格
不让我上车？”⋯⋯好在其他乘客
看不下去，纷纷劝该男子下车。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严师傅对
自己的行动产生了怀疑，情绪不
佳。得知这一情况后，黄珂涛一方
面向 382 路班组长了解情况，一方
面查看录像，确认情况属实后主动
和严师傅谈心。

“这件事客观来说你是对的，
确实是乘客不对。”黄珂涛这样的
开场白，让严师傅找到了知己，他
一股脑儿吐露自己的不快：“其实
也不是因为这名乘客，现在疫情期
间不配合的人还不少，自己一个大
男人还要受这种气，感觉太不舒
服。”

“严师傅，您说的都对，不过还
是要消消气，我们不能拿别人的错
误来惩罚自己，让自己不开心，对
吧？”黄珂涛的话让严师傅觉得很
有道理，“而且您想，我们是服务行
业，乘客不理解的事情肯定会发
生，我们自己不开心也就算了，如
果影响了安全驾驶再影响到其他
司机，那就太不值得了。”黄珂涛从

“一个人”说到了“一群人”，严师傅
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小黄，你说
得对，是我太缺乏大局观了，没必
要拿这样的小事来气自己、影响工
作。”严师傅解了心头郁结，轻松出
车。

■家事“老娘舅”推动公
司组织家访

在对驾驶员情绪分析调查中，
黄珂涛发现，家庭矛盾也是影响驾
驶员安全行车的重要因素。

有一次，黄珂涛到一线检查，
跟驾驶员聊天的时候发现有一名
叫黄强的司机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看手机，其他人跟他讲话，他也是
爱理不理的，黄珂涛感觉到黄强的
情绪有问题，于是主动与他沟通。

原来，前一天晚上，黄强和妻
子闹了矛盾，理由很简单：因临时
主动帮其他同事顶班，他错过了女

儿的生日。
黄珂涛当即当起“和事佬”，和

黄强谈心并打电话联系上黄强妻
子。妻子向黄珂涛倒起了苦水：其
实这件事只是吵架的导火索，黄强
作为公交驾驶员，越到节假日就越
忙，一家人能聚在一起的时间太少
了。“阿姐，作为家属，你们支持丈
夫、为公司牺牲太多了，真的要谢
谢你。”黄珂涛说得对方不好意思
起来，“您想想，公交车是很多人的
出行工具，他们看医生、出门坐火
车等要紧事，都要先坐公交车，他
们一定希望公交车能多点班次、等
车时间短一些吧？黄师傅所做的工
作，就是让整个城市交通更好运
转。”在黄珂涛的劝说下，妻子渐渐
平静下来，夫妻俩重归于好，第二
天，黄师傅心情转“晴”。

这件事也让黄珂涛意识到家
企文化创建的重要性，在工会建议
下，当年年底镇海公交党总支组织
家访活动，由领导带队对 628 位公
交司机开展了走村入户家庭走访
活动，通过上门拜访的形式，与一
线职工及家属促膝长谈，着重了解
职工家庭基本情况、生活状况以及
工作时间外的行为动态，认真倾听
他们的心声，了解职工在家中的思
想状况与生活习惯，对职工家属对
公司发展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都
详细记录在案，并向家属耐心细致
地介绍公司的发展状况、发展前景
与 规 划 。这 一 活 动 连 续 坚 持 了 3
年，为营造和谐的家企文化添上鲜
亮的一笔。

■“门外汉”愿接受“心”
挑战

市公交集团从 2013 年开始对
司机实施情绪管理，黄珂涛当时工
作 不 久 ，她 说 自 己 只 是 个“ 门 外
汉”。“自己的岗位是工会工作人
员，以行政为主，临时增加了‘情绪
管理’这样的任务，让我觉得不知
所措。”黄珂涛坦言，从行政到“心
理”，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过程，
几年来，面对这个新任务，她更多
的是边学习边实践。

“一开始对情绪管理工
作并不重视，有一次发现一名
司机称自己情绪‘糟糕’，我去了
解后发现乘客从后门慌忙上车，导
致被车门夹到，引发投诉。”当时，
黄珂涛试着找司机谈心，却被拒绝
了：“小黄，我现在已经没事了，你
不用来安慰我了。”可是当天，这名
司机在驾驶过程中就与一辆私家
车发生剐蹭。事后，公司安全部将
剐蹭事故当成案例进行分析。

这件事给黄珂涛带来深深的
自责。“我当时就没想到，驾驶员在
被投诉后心情郁闷，他是不想和我
说话，才说‘已经没事了’，我不应
该就这样轻易放弃。”此后，黄珂涛
也深知自己专业知识的匮乏。

从那时候起，黄珂涛开始利用
休息时间上网学习新知识、新技
能，注重自身发展和进步，提升各
方面素质，同时她还结交了一些心
理医生，总结出“望闻问切”工作
法，“望”即从驾驶员的细微之处发
现他们的不同，“闻”即听取他们的
话语中是否夹带情绪，“问”即及时
询问他们是否有愤怒、委屈的情
况，“切”即进行心理疏导，及时解
决问题。

“以前发现员工情绪报警，我
会直接问‘你为什么会心情不好
呀？’‘发生什么事了？’”黄珂涛笑
着说，现在懂得启发式对话了，而

且一旦发现苗头，她都会主动去现
场站找司机，而不是等他们上门来
倾诉。“要站在对方立场上，可以先
聊聊与他相关的话题，引起共鸣后
再聊工作和心情，这样效果会更好
一些。”

公交司机的年龄差异很大，有
50 多岁的“大叔”，也有“90 后”，31
岁的黄珂涛如何做他们的“知心姐
姐”呢？“其实叔叔辈们很好说话，
他们有工作经验、有更大的包容心
和忍耐力，也更有奉献精神和集体
精神，所以一旦发生情绪异常，顺
着他们‘哄’一下就能解决，倒是

‘90 后’的年轻司机，他们更有个
性，也更独立自主，对他们的情绪
管理，是我需要迫切攻克的课题。”
黄珂涛说，公司也鼓励她去考取相
关的资格证书。

村民正在采摘樱桃。
（苗志瑜 沈孙晖 摄）

郑林达在大棚内查看甜瓜长势。（陈朝霞 摄）

公交情绪管理员公交情绪管理员：：
掌管司机的“阴晴圆缺”

公交司机手上的方向盘，是把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的“责任盘”。
这个十米车厢“掌舵人”的心情，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车乘客的安全。
几年前，市公交集团实施司机情绪管理，目前虽以“兼任”的形式展
开，但体现了对安全行车的重视、对员工心理的关心，对企业文化建
设的创新。

黄珂涛是这场创新里的一员。一方面通过“情绪管理员”这个岗
位，把司机情绪问题的“内因”进行发掘并纾解；另一方面，公交公司
积极营造良好的情绪管理环境，如镇海公交打造职工“心灵氧吧”，如
在镇海公交的金华村、九龙湖、镇海客运中心、招宝山 4个现场站和
修理车间，分别设置了心灵氧吧，内设“红石榴信箱”；今年，公司还增
设“职工说事场地”，为员工提供面对面“吐槽”、宣泄空间。目前，我市
有公交线路千余条，遍布全市城乡、山区，涉及公交司机 1.2万名。公
交情绪管理员，这个小小的群体将提供大大的能量。 （张 燕）

上午8时，宁波公交集团镇海公司办公室，黄珂涛正紧
盯着自己的手机：这手机连着公司15个现场站，站里每一
名驾驶员在出车前都会进行“情绪签到”，如果发现心情

“糟糕”，站长会暂停司机出车，并通过电话与黄珂涛联系。
黄珂涛明白，作为公交司机的情绪管理员，她承担的不仅仅
是公司41条公交线路上600多名驾驶员的心情管理，更是
全市乘客的安全。

“公交司机的情绪直接影响到运营安全和服务质量，及
时掌握和处理他们的情绪才能真正做到‘车有问题不上路，
人有问题不上车’。”黄珂涛是宁波公交集团镇海公司工会工
作人员，同时也兼任着“情绪管理员”。疫情期间公交司机
们的身心健康如何保障？驾驶员面对形形色色乘客后所受的
委屈如何释放？自己又如何从单一的行政管理人员向“多面
手”转型？日前，笔者走进黄珂涛的“情绪管理”世界。

基层新群体

帮驾驶员做好情绪签到。

给职工书屋添置心理方面的新书给职工书屋添置心理方面的新书。。（（张燕张燕 董美巧董美巧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