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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闻其声，不见其容。在宁海
海拔 650 多米的王爱山山顶，幢幢
高楼里，住着一批“尊贵”的“新
迁户”——岔路黑猪。

“说它‘尊贵’，一点不假，市
场价每斤三十多元，根据部位，最
贵的每斤要七八十元；说是‘新迁
户’，也没错，从原来的山下搬至
现在的山上，这里是全省四个原种
场养殖基地之一⋯⋯”娄武永是典
型的浙商，也是宁波瑞农牧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和该原种场养殖基地的
负责人。

说起养猪，娄武永有发言权：
曾在广东惠州养猪多年，并在那里
结识了有着20多年养猪经验的姐夫。

回到宁波后，娄武永做过不少
行当，钱也赚了不少，但是作为岔
路镇“土著”，他坦言，儿时家家

户户养猪，灶台间“净洗铛，少著
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
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的情景仿
佛印在了心里，挥之不去。

“我们宁海岔路黑猪有 300 多
年的饲养历史，是全省 14 个地方
良种猪之一，也是宁波唯一的地方
猪种，这猪肉，你吃上一周，其他
猪肉不要吃了，哈哈哈⋯⋯”说起
猪，娄武永眉飞色舞。

近些年，随着岔路黑猪品种数
量日趋减少，品质性能严重退化。
到 20世纪90年代，这一地方良种猪
面临灭绝境地。2009 年，岔路黑猪
被省农业厅确定为 27 个省级畜禽遗
传资源保护品种之一，并被列入

《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 （猪志）》。
做好岔路黑猪的种质资源保存

和保护、提纯复壮和开发利用，提
升岔路黑猪品质，迫在眉睫。对
此，市、县两级财政安排了专项资

金，用于岔路黑猪保种育种。为了
更好地保存和开发岔路黑猪地方品
种资源，2020 年 6 月，宁波瑞农牧
业有限公司投资 7900 万元，启动
岔路黑猪省级原种场建设。

说起这 7900 万元，娄武永话匣
子一下又打开了：“这是浙商回归
项目，作为一名甬商，回报桑梓是
一份责任。”他告诉记者，岔路黑
猪育种原来是县政府主导的，由当
地一家企业具体负责，后来原种场
养殖基地项目新址定在了王爱山，
要投资 5000 多万元，原来负责养
殖基地的企业老板，听说新项目要
投这么多钱，担心风险决定将股权
转让，提出的转让金是 800 万元。

“我一听 800 万元，当时就给
这个老板打电话，问何时打钱，这
个老板一开始还以为我是骗子。”
最终，娄武永以 810 万元的价格将
瑞农牧业的股权全部买了过来。这

中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国内一
家知名网络公司负责人听说后，专
门找到娄武永，打算出资 3000 万
元购买“瑞农”。

“多少钱，我也不卖，我是宁海
人，岔路黑猪这个品牌我一定要做起
来的。”这两年，娄武永说到做到：
将房产在银行抵押贷款后，位于王爱
山山顶的原种场养殖基地建了起
来，全封闭、全智能化、循环化的养
殖，给予岔路黑猪“贵宾式”待遇。

目前，岔路黑猪省级原种场养殖
基地建成可容纳存栏母猪600头，年
出栏商品猪万头以上。“选育方面，
我们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保证
纯种岔路黑猪能繁母猪存栏 80 头以
上，生产公猪4个家系以上，每年纯
繁母猪50胎以上。”娄武永说。

猪出栏了，接下来是销售。与
三江超市新近签好销售协议、和万
科对接走小区团购路线⋯⋯娄武永

还专门成立了销售公司，他对员工们
说：“无论用什么方法，把岔路黑猪
推上宁波人民的餐桌才是正道。”

娄武永告诉记者，他的这股子
底气和勇气，离不开市场监督部门
的保驾护航。“但凡遇到冒名顶替

‘岔路黑猪’品牌的，我们将坚决
打击这种非法侵权行为。”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如是说。

对于岔路黑猪，娄武永还有更
大的梦想：除了生产经营外，岔路
黑猪省级原种场养殖基地还将打造
生态庄园，结合农业种植、观光旅
游、合作社等形式，实现规模化生
产、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同
时，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以

“订单农业”的方式进行生态养殖，带
动家庭农户联结，提高周边农户收益。

岔路黑猪：品牌复兴报桑梓
——地理标志富农兴业记⑥

猪住上了楼房。 （冯瑄 王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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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健儿风采

法治宁波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张超梁 郭力）“人拍得很精神，
老宅很有味道。”昨天，镇海庄市
街道庄市社区百岁老人葛尚英，收
到了他与 78 岁女儿葛丽君在自家
老宅门口的合影，不禁竖起了大拇
指。这是志愿者李成伟用相机为父
女俩拍照后洗印成片的。

因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庄
市老街提升改造等原因，该街道的
勤勇村、钟包村、庄市社区与庄一
社区正在进行拆迁签约和拆旧工
作。而不少住户在老宅生活数十
年，有的甚至住了祖祖辈辈几代
人，他们和老宅之间有着难以割舍
的情感。

为了给住户留下一份和老宅的
永久影像和美好记忆，庄市街道组
织了“再同老宅合个影”活动，由
街道摄影协会招募志愿者拍照。

“ 我 们 招 募 了 22 名 摄 影 爱 好
者，分成 5 个小队，利用周末等休
息时间走街串巷，为住户和老宅合
影。”庄市街道摄影协会主席陈良
军告诉记者，这批志愿者来自各行
各业，年龄在 40 岁至 60 岁，其中
不乏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这样的

“高手”。据悉，拍摄完成后，志愿
者会及时整理素材，并制作成带相
框的 8 寸照，送到住户手里。

“我们留下来的影像是历史的

见证。”56 岁的兰州人王军是宁波
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的英语教师，已
在庄市居住 20 年。这几年，他一
直用相机拍摄庄市老街，记录这里
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王军参加

了“再同老宅合个影”活动，并向
84 岁居民庄表敏送上了拍摄的照
片。当看到照片中的老伴、老宅，
庄表敏乐开了花。

“住户可以通过电话预约，请

志愿者上门为他们和老宅合影，留
下永恒的记忆。”庄市街道相关负
责人表示，“再同老宅合个影”活
动非常受欢迎，目前已为 240 多名
住户拍摄，活动将持续至年底。

镇海庄市这个活动温情满满

老宅将拆除，让老住户和家合个影

志愿者为住户与老宅合影。 （受访者供图）

记者 黄银凤

在 2010 年广州亚运会上，宁
波籍运动员丁延洁获女子四人单桨
冠军。“今年的亚运会将在家门口
举行，我有一个心愿，想当志愿者
或 用 其 他 方 式 为 亚 运 会 喝 彩 助
力”。前天，丁延洁来到宁波市水
上 （游泳） 运动学校慈溪赛艇训练
基地，看望师弟师妹们备战省运
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从
运动员岗位退役已经好几年，但她
仍想为亚运尽自己的心力。

丁延洁是慈溪姑娘，从小喜欢
唱歌，没想到因为身高超过 1.8 米

“被练体育”。2002 年丁延洁进入
慈溪沧田初中，成为校篮球队的一
员。“当时以为会一直在篮球运动
上发展下去，结果没多久，又被赛
艇队教练相中，成了水上项目运动
员。”丁延洁笑道。

2002 年 11 月，丁延洁进入宁
波水上运动训练基地接受赛艇训
练，进步飞快，次年 8 月就被浙江
省赛艇队选中。

丁延洁说，自己一开始对赛艇
不了解，训练特别辛苦。进入省队
之后，因为有一次偷懒被教练发
现，还曾经撂过挑子，想回家，但
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

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了丰硕的果
实。此后，丁延洁在全运会上摘得
铜牌，接着又在广州亚运会上获得
女子四人单桨项目金牌，在赛艇世
界杯上总排名第二。

如今，丁延洁在慈溪沧田实验
学校当老师。丁延洁退役之前，就
考取了教师资格证。2017 年我市
体育部门推出“赛艇进校园”活动
时，丁延洁和我市另一名亚运会赛
艇冠军朱自强专程赶回宁波，担任
第一期活动带头人。后来丁延洁从
省队回甬后，进入宁波职教中心担
任了一段时间赛艇社团教练，而后
到家乡慈溪任教。

近几年来，丁延洁参加了不少
水上运动推广活动，比如中国宁波
国际名校赛艇交流赛、甬绍皮划艇
友谊赛等。丁延洁说，现在国内有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体验水上运动，

但是能在业余时间“荡起双桨”的
市民依然还是比较少。

“宁波水上资源很多，参加水
上运动是一种很好的身体锻炼方
式，也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对
于想出国留学的孩子，学会了赛
艇、皮划艇等水上运动技能还能让
他们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交平台。”

如今，宁波市水上 （游泳） 运
动学校的赛艇训练基地设在慈溪，
有 30 余名青少年运动员正在备战
今年 11 月举行的省运会。

“成长的道路上没有捷径，成
绩必须用汗水和努力来换取。”丁
延洁有空就会到基地转转，看看
当年培养自己的恩师韩红升，勉
励小师弟小师妹，顺便协助指导他
们一下。

“祝愿家乡健儿们在亚运会赛出
水平，夺得好成绩。”她由衷地说。

丁延洁：希望当志愿者助力亚运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魏
爽 叶雯）“实在是太感谢郑老师
了，又当志愿者又当调解员，这么
短时间完美解决了我们的难题。”
在镇海区矛调中心“喜悦”调解工
作室，有不少物业经理或居民代表
送来的锦旗。前段时间，调解员郑
锡宝利用做疫情防控志愿者的空闲
时间，“顺便”还完成了一起物业
纠纷的调处。

“喜悦”调解工作室是镇海区
首个以物业纠纷调解为主的调解
工作室，由镇海区矛调中心与区

司法局联合成立。工作室以区矛
调中心为平台，依托“联合+下
沉 ” 的 调 解 方 式 ， 区 、 镇 （街
道） 品牌调解员+镇 （街道） 物业
办+社区工作人员组团参与，形成
了 一 套 “ 人 民 调 解 、 行 政 调 解 、
司法调解”相互衔接的物业纠纷
调解模式。

“近年来，因疫情防控、新农
村改造和人员流动等原因，新类型
物业纠纷事件大幅度增加，因此建
立调解工作室正逢其时。”镇海区
矛调中心党支部书记余春坤表示，
目前该区涉及的物业纠纷主要包
括小区公共卫生管理服务、房屋
交付质量问题、物业管理信息的

公开透明度及小区内公共区域乱停
车等等。

“在物业纠纷的背后，实际上
是业主诉求的一种表现。”“喜悦”
调解工作室调解员刁刚美表示，和
调解一般的矛盾纠纷不同，处理物
业纠纷时既要站在法理角度向双方
进行普法，又要从情理角度劝说双
方互相理解，此外还要借助业委
会、红色物业联盟等第三方力量发
挥监督和协调作用。

去年，镇海某小区发生一起涉
及 20 余人、经所属街道调解未成
功的缴纳物业费用纠纷。调解工作
室接手后发现，很多业主的矛盾诉
求不同，调解还需“逐个突破”。

刁刚美和郑锡宝便联合街道物业办
和社区工作人员，主动到该小区物
业中心与纠纷涉及当事人进行座
谈。经多方协调，目前已有 80%的
业主缴纳了物业费用。

下沉到小区物业管理中心进行
点对点精准调解服务，快速高效地
帮群众解决纠纷难题——目前，人
民调解在预防、化解物业纠纷中的
作用逐步展现。

据 统 计 ， 2021 年 以 来 ，“ 喜
悦”调解工作室已成功化解群体
性物业费欠缴纠纷 12 起，涉及业
主 155 人；今年以来，已成功化解
物业费欠缴纠纷 47 起，涉及业主
47 人。

一年化解群体性物业费欠缴纠纷12起

镇海“喜悦”调解工作室“问诊”物业纠纷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张
伟杰） 在全国首创推出 《宁波月
鉴》，去年编辑发行正刊、“党史学
习教育”特辑等 17 期，成为服务
党委政府决策的重要资政平台；收
集整理“八八战略”在宁波的实践
相关资料，开展资政课题研究，为
服务中心工作贡献史志智慧。这是
记者在前天举行的全市有关党史地
方志工作会议上获得的消息。

去年，全市史志部门紧扣建党
100 周年、党史学习教育和宁波建
城 1200 年等主题主线，抓好“存
史、资政、育人”主责主业，在党
史学习教育、党史编研、志鉴编
纂、资政服务等方面取得丰硕成
果 。《宁 波 党 史》 三 卷 （1978—
2002） 在 全 省 率 先 出 版 。 9 个 区

（县、市）《党史》 三卷相继完成出

版。全年各级党史部门开展“订单
式”红色宣讲 860 多场次，线上点
播 60 多万人次。开展红色资源实
地勘察调研，更新全市革命遗址和
纪念设施名录 507 处。高标准助力
打造了冯定故居纪念馆等一批党员
教育新阵地，扩大了史志文化传播
力和影响力。

根据会议部署，我市史志部门
将立足新起点、锚定新方位，以政
治建设为统领，以服务中心为导
向，以传承文化为目标，以阵地建
设 为 重 点 ， 着 力 推 进 “ 三 个 转
变”，推进党史地方志事业转型升
级，打造具有宁波辨识度的原创
性、突破性史志成果，为加快建设
现代化滨海大都市、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先行市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我市推动史志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林旻） 近日，林
彩君 2022 油画展在扬帆美术馆展
出，展出风景、静物、人物系列画
作共 66 幅，展示了林彩君眼中无
处不在的艺术之美。

林彩君现为宁波大学潘天寿建
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浙江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宁波市女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出版个人画册 《中国
当代实力派油画精品丛书——林彩
君油画艺术》 等 5 本，多次举办个
人画展及慈善活动，曾受邀及自行
前往法国、意大利、瑞士、俄罗
斯、英国、美国、德国、韩国等国
游历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并作艺术
交流。作品多次参加海内外大型美
展并获奖，被海内外收藏机构和收
藏家收藏。

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
设计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周至禹看

来，林彩君的油画作品无论是风
景、静物还是人物，都呈现出女性
特有的感受力和直觉的表现性，因
此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而在艺术语
言层面，林彩君实现了独特的精进
探索和自我超越，作品呈现出女性
艺术家对内心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
的个人视角与深刻阐释。

在林彩君的静物作品中，所描
绘的主题以花卉为主，花乃是美的
化身，是美好生活的象征、美好寓
意的表达。林彩君将花卉用于自
喻，借花朵描绘表达自己细腻的精
神情感，诠释着花与女人的情愫，
其中隐隐然展示了特定的女性视角
和女性意识，其所描绘的花朵并不
艳丽斑斓，而是婉约素雅，充满了
东方女性特点的气息与魅力，她在
构图上精心经营，色调清新淡雅，
从而氤氲出一种安宁、幽静的独特
意境。

女美术家林彩君举办个展

本报讯（记者许天长 通讯员
阮筱） 日前，浙江省摄影家协会公
布首批“浙江省摄影之乡”名单，
全省 10 个地市的 13 个镇 （乡、街
道） 榜上有名，北仑春晓街道成功
入选，系全市唯一。

春晓街道位于东海之滨，背山
靠海，风景秀丽，海域面积 9.31 平
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58.8%，是北
仑区首个国家级生态乡镇，获评
2021 年度浙江省新时代美丽城镇
建设省级样板。区域内密集分布中
国港口博物馆、万博鱼游艇会、梅

山湾沙滩公园、梅山湾冰雪大世
界、宁波国际赛道等重大功能性项
目，茶园、竹林、花海、沙滩、蓝
湾等各种自然景色丰富多彩，为省
内外摄影家、摄影爱好者所青睐。

下一步，春晓街道将根据摄影
之乡的现有基础，进一步深化品牌
引领，优化摄影在区域各方面的渗
透，引进工作坊等摄影项目，着力
于摄影与人、居、产业、自然的深
度融合，打造集摄影观光、文化旅
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沉浸式摄影
主题小镇。

北仑春晓街道入选
全省首批“浙江省摄影之乡”

图为春晓景色。 （蒋晓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