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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上四明 找寻“宿于”自然的慢时光
走进“稻田里”，池

鱼翔底、鸭鹅看院，仿佛

回到了儿时的田园；

来到“湖上隐”，临

湖远眺、燃香品茗，忧愁

烦恼抛之九霄云外；

登临“丹湫谷”，蝉

噪林静、鸟鸣山幽，又是

一年杮子红了的季节；

……

九秋风露乍起，四明

依然暑气氤氲。秋上四

明，藏于湖光山色间的一

座座特色民宿，或与山林

相依、或从田园返璞、或

归湖光淡泊，让人们宿于

自然、放松身心，找到那

片久违的慢时光。

“顺着运河来看海”文旅风景线·宁波民宿秋日纪行

文/图 张正伟 殷聪 陈结生

雁庐清舍雁庐清舍

四明四明··山月里山月里

四明岚舍四明岚舍樟溪谷樟溪谷

面湖而建、依山傍水，风吹竹动、
绿草摇曳⋯⋯来进位于四明湖畔的“湖
上隐”，一股清凉立马从心底升起；走
进客房，无边湖景透过落地窗跃入眼
帘，视界立马开阔起来。民宿主人汪小
丽说，上海、杭州等周边城市的客人入
住其间，纷纷点赞：“对着这片美丽的
湖光山色，来得值了。”

会稽东南秀、四明名更佳。四明山
丰富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为余姚民
宿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

来，梁弄、鹿亭、大岚、四明山、梨洲
等乡镇、街道立足四明山的原生态资
源，在湖光山色间建起一座座风格迥
异、自然亲近的民宿。

浒溪线余姚段蜿蜒进山的梁辉水库
旁，溪水淙淙、竹影婆娑，白墙黛瓦的

“雁庐清舍”藏身在这片竹海中，每天
扫院开窗、烹茶煮酒，等待着慕名而来
的朋友。人来人往的梁弄大街上，刚开
不久的“红树林”民宿由民居改建而
成，庭院深深、客房幽静，俨然大隐于
市的遗世高风。沿山而上，“稻田里”

“四明岚舍”“乡叙·樟溪谷”等民宿隐
逸在四明山的湖光山色间，有的逐水而
居，有的依山而立，一转身就是一道风
景、一照面就是一次惊喜。

近年来，借助四明山的千峰翠色，
余姚民宿逐渐打响原生态品牌，“树蛙
部落”成为浙江省首批白金宿，“稻田
里”获评浙江省金宿，“老杮林”“小
隐东湾”“大乐之野·谷舍”“山水之
间”“依山不舍”等银宿的知名度与日
俱增。

隐逸湖光山色 宿于四明原生态

夕阳西下，四明山上的杮林古村结
束一天的忙碌，重归宁静。依山而建的
民宿“沁山居”里，一场独具特色的晚
宴刚刚启幕：高大的杮子树下，主客双
方围坐在长条桌旁，就着月光饮酒品
菜；宴到尾声，一条条清冽的面条突然
顺着竹筒中流水来到面前，客人们一边
自取品尝，一边被这曲水流觞的创意折
服。

民宿开在游路上，不仅供人歇脚休
息，更要传递情怀。

四明山一年四季风景各异，余姚民

宿入乡随俗、就地取材，打造出丰富多
样的体验活动，让人们春赏花、夏戏
水、秋登高、冬玩雪，乐享自然慢生
活。

“稻田里”位于梁弄横坎头村，四
排废弃供销社办公用房改建成的屋舍围

成一片头顶星空，小桥流水、池鱼鸭鹅应
有尽有。到了晚上，入住其间的游客枕着
满天星斗，听取蛙声一片，一下子勾起了
儿时的乡村记忆。“雁庐清舍”的后厅收
藏或着石碑、古井、烛台、灶具等老物
件，入住其间的游客通过这些展品与主人

的乡土情结隔空对话。在四明山顶的罗汉
谷里，”四明岚舍“的主人对大自然情有
独钟，把从大山里捕捉的螳螂、蝗虫、天
牛等制作成标本“房号”，让亲近大自然
的孩子们在此接受“第一堂课”。

在流经李家坑村的溪水之畔，营业时
间不长的新生代民宿““乡叙·樟溪谷”
则通过现代体验让人们回归自然。每到溪
水涨起，亲子皮划艇赛、溪水烧烤营、星空
音乐派对等活动吸引着天南地北的亲子旅
游团。而当雪花飘落，成群结对的本地游客
会提前入住，等待着雪凇奇景的出现。

重温诗情画意 乐享自然慢生活

记者 黄程
江北区委报道组 张落雁
通讯员 吴天云

近日，江北区甬江街道夏家村
的村民丁忠意走进家门口的街道北
郊片党群服务中心，替村里 199 户
村民缴纳下一年度的有线电视费
用。她负责村里数字电视的费用收
缴业务已有五六年。“我主要是帮老
年人交，以前都要跑到市区的信用
社去办理，但自从我们北郊有了办
事窗口，缴费、报停业务都能一条龙
办理，太方便了。”丁忠意告诉记者。

在北郊片党群服务中心里，7
个村社代办窗口、群众接访点、矛盾
调解点等打包入驻，同时补充乡贤
议事、读书观影等配套需求，将百姓
需要的服务整合送到了“家门口”。
今年 6 月，甬江街道还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打造“智慧村居”干群互动
平台，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以数字赋
能进一步推动服务下沉。

“人人皆是网格员，人人可报身
边事。村民通过平台参与基层治理，
增加问题发现端，大大减轻了我们
的工作量。”甬江街道畈里塘村网格
长王海龙告诉记者，“智慧村居”上
线以来，他每天能收到 1 条至 2 条村
民反映的问题，“村民发现问题并上
报，网格员就有更多时间、精力解决
问题，我们的效率提高了，村民的满
意度也在不断提升。”截至目前，平
台已注册 1600 余人，反映事件 477

件，已处置463件，处置率达到97%。
“服务下沉，就是把部门资源放

下去、社会资源请进来，建成区域化
经济社会服务综合体。老百姓感受
到了便利，而基层承载负担也大大
减轻，现在，我们的基层事项减少了
34%。”甬江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我为基层减负”重要实践，除
了服务下沉，甬江街道还积极探索
人员下沉、文化下沉，以“三下沉”做
好“党建+治理+服务”的融合文章，
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在北郊片，甬江街道下派党工
委委员，联合村书记成立“北郊大党
委”定期议事，抽调社会事务、劳动
保障、信访司法等人员力量同步下
沉，从各村抽调代办员轮流驻点，并
邀请区直部门定期“坐诊”，形成区-
街道-村三级联动模式，实现重心下
移、干部下沉、权力下放。如今，“一
线工作法”代替了“文山会海”，相关
职能人员下沉一线，发文数量同比
减少63%，会议数量同比减少四成。

在文化下沉方面，甬江街道北
郊片结合辖区实际，依托社区组织、
社会组织、行业组织，打造“八联工
作法”“新甬江人”等品牌项目，开展

“文化惠民”“送戏下乡”等活动百余
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润泽乡
风文明，提升基层群众整体素养。

接下来，江北将以甬江街道北
郊片区为样板，围绕党史学习教育，
进一步探索“三下沉”模式，切实将
基层减负落到实处。

江北立足“三下沉”
为基层减负松绑

本报讯（见习记者徐卓蔚 通
讯员孙科） 昨天，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就轨道交通 7 号线、8 号线一
期工程规划选址作批前公示，内容
包括项目的建设必要性、线路走
向、建设规模及形式等。

据了解，7 号线为南北方向的
市区线，加强东钱湖、邱隘、东部新
城、三江口、湾头、庄桥、机电园区、
镇海新城等地区的联系，分担城市

南北向发展的客流。
具体线路走向为南起云龙镇北

云龙站，向北沿镇岚南路敷设，后
经鄞县大道转入盛莫路向北敷设，
连续下穿甬台温高速、环城南路、
铁路北仑线，下穿 1 号线盛莫路站
后，向西穿生态走廊后转入民安东
路，沿民安东路向西下穿福民公园
转入惊驾路往西敷设，下穿甬江
后，沿大闸南路往北敷设，穿越余

姚江后，沿康桥南路向北敷设，在
镇海大道转向东敷设，直至俞范
站。线路全长 39.4 公里，设站 25
座，均为地下线。

轨道交通 8 号线一期工程加强
江北洪塘、鄞州南部与三江口的联
系，向东沿江北大道敷设，下穿机
场路高架后，转向南沿洪大路敷
设，下穿余姚江后进入海曙区，沿
丽园路向南敷设，线路下穿 2 号线

车站后转向东沿南苑街敷设，在环
城西路转向南敷设，在段塘中路转
向东敷设，下穿奉化江后进入鄞州
区，向南沿樟溪路、百梁路敷设，
在泰康路转向东敷设，下穿甬台温
高速后，继续向东沿泰康路敷设至
终点站姜村站。全长 23.14 公里，设
站 19 座，均为地下线。

加强江北洪塘、鄞州南部与三
江口核心的联系。

宁波轨道交通7号线、8号线一期
工程规划选址昨起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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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1版】 以“家人治家”理
念广泛发动热心群众、社会组织无
缝嵌入，构建基层纠纷“500 米调
解圈”。庄市街道鑫隆花园一期 5
号楼三楼平台是居民的共享空间，
喜爱宠物的江阿姨在平台上搭建了
宠物屋，给其他居民带来困扰。后
来，经过小区民兴议事角的讨论、
劝说，江阿姨主动“拆违”，大伙
摆上多肉植物、绣球花、吊兰等，

将平台打造成共享空中花园。“我
们以小区为圆心，保障每位群众在
半径 500 米内找到调解资源，促进
矛盾就地化解。”区矛调中心副主
任胡彬介绍。

数字赋能，下治“已病”上治
“未病”，让基层治理更智慧高效精
准。走进骆驼街道静远社区，智管
家数字大屏上汇聚了整个社区的
人、房、事、物，可实时查看每一

个 网 格 事 件 的 点 位 及 城 市 部 件 。
“台风‘烟花’期间，除网格员走
访外，我们通过智管家查看各小区
动态 600 余次，及时掌握防台救灾
情 况 。” 社 区 党 总 支 书 记 刘 维 君
说。区全息智治平台中的社会矛盾
风险指数应用场景，则通过大数据
分析，绘成一张当前矛盾纠纷五色
指数图，风险等级按红、橙、黄、
蓝、绿递降。“通过对社会风险的

趋势化感知和智慧化分析，提前研
判预警，推动风险防范由经验决策
向大数据决策转变。”区矛调中心
信息科副科长江少伟介绍。

目 前 ， 镇 海 实 现 90% 以 上 矛
盾纠纷在镇街以下调处化解，先
后 获 评 省 首 批 无 信 访 积 案 县

（市、区）、全国信访工作先进县
（市、区），顺利捧得省“平安金
鼎”。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裘保莉 陈亮）这两天，海曙区石碶
街道石碶社区 100 多户残疾人家庭
收到了来自爱心企业宁波太平鸟时
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的衣物。

这是海曙区加强第三次分配，
有效满足特殊群体个性化服务需
求，助力打通物质+服务“最后一
米”的缩影。

“如果说，享受低保主要解决的
是‘有没有’的问题，第三次分配就
是日子‘好不好’的问题。”海曙区残
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
海曙区将加快推进残疾人事业、社
会工作、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力
量的融合发展，推动有效市场、有为
政府和有爱社会的衔接，完善社会
化助残激励机制。

同时进一步激励中高等收入群

体、爱心企业的捐赠和志愿服务热
情，扩大扶残助残的群众基础，以
此不断满足广大残疾人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共同富裕。

今年以来，海曙区馨之园社会
助残服务中心通过电话访问、上门
走访、镇乡（街道）上报等形式，广
泛征集残疾人需求，经 81890 志愿
服务中心“甬志愿”平台发布后，得
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截至 8 月
底，已有 158 个“微心愿”被认领。

其中，“雨露·爱心同盟”一次
性认领几十个微心愿，爱心市民焦
女士坚持每月认领两三个微心愿，
更有不少首次参与认领的爱心单
位与个人。目前，海曙区已有一套
完善的微心愿征集、审核、发布、认
领、归档机制，为广大残疾人群体
生活增添亮色。

促进共同富裕

海曙爱心企业和人士认领残疾群众“微心愿”

社会爱心企业和人士为残疾群众捐赠的物品。 （海曙区残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