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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走了，爱心延续！

首批助农销售近 3 吨，
这场助农接力赛还在继续！
来势汹汹的台风“烟花”已经过去，这两天宁波各区县（市）的瓜果类种植基地，依然有不少新鲜果蔬滞销，亟待好心的您
能带它们回家！
自 7 月 26 日，宁波晚报甬上好物商城发起助农行动以来，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爱心接力赛，从甬上 APP 起跑，从深入受
灾基地汇总助农需求，到上线下单链接，迅速将接力棒传至全国各地。截至目前，已累计助农销售近 3 吨！

奉化 山岭蔬果专业合作社
1 万斤茭白
5 千斤茄子盼销路

鄞州 老蔡果园
2 万斤甬优一号待采摘
在云龙，很多人都认识乐善好施
的老蔡。就在这个月，72 岁的老蔡在
修补大棚薄膜时，不慎摔倒，肋骨断
裂需要静养 2 个月。7 月 18 日，
《宁波
爱心“水果爷爷”摔伤，20 亩葡萄面临
滞销！
》一文在宁波晚报官微发布后，
大家都想帮老蔡一把。
屋漏偏逢连夜雨，上周，老蔡果
园再遭台风侵袭，20 亩葡萄园出现不
同程度的积水，目前仍有 2 万斤甬优
一号没来得及采收。希望爱心市民
能够继续支持。
甬优一号 7 斤装
爱心助农价 60 元
（需到宁东路 901 号/鼓楼永寿街
6 号自提）

奉化尚田村一农户，在当地种
植有 300 亩农作物，是家里的全部
经济来源。台风来临前，在村民和
其他农户的帮助下，连夜抢收了 1 万
斤茭白和 5000 斤茄子，现暂存在奉
化区山岭蔬果专业合作社的保鲜柜
中。
合作社负责人沈师傅说，受台
风影响，之前联系的收购商、批发
商迟迟不来，希望能尽早销售，减
少损失。
本地茄子 3 斤装
爱心助农价 19.5 元
本地茭白（头尾已切）3 斤装
爱心助农价 21.5 元
（宁波全市范围 顺丰包邮）

慈溪 长河祥瑞果蔬农场
1 万斤火龙果滞销

江北 阿东水果专业合作社
10 万斤阳光玫瑰葡萄需抢收
阿东水果专业合作社是省级精品
果园，园区内共种植有阳光玫瑰葡萄
200亩。目前，
葡萄园受淹严重。
负责人陈海栋说，台风前抢收的
葡萄已经售罄，但园内仍有约十万斤
阳光玫瑰葡萄挂树待售，
“本来这批葡
萄可以慢慢卖到 9 月份，现在葡萄藤
被水泡过，根系受损，需要尽快采收下
来，
以便后续养树修复。
”
据了解，在去年 8 月举行的“慈城
杯”宁波市阳光玫瑰葡萄擂台赛中，阿
东水果专业合作社斩获“最美果穗奖”
擂主桂冠。
本地阳光玫瑰 4 斤装
爱心助农价 59 元
（宁波全市范围 顺丰包邮）

长河祥瑞果蔬农场位于慈溪市
长河镇沧南村，这两天，为尽快销售
掉这批火龙果，
果农们犯了难。
每年 7 月-12 月都是火龙果的成
熟期，一共可以采摘 5-6 波。但台风
期间，该农场的 120 余亩火龙果园全
部受淹，负责人沈楠说，
“火龙果是热
带水果，
不怕干旱最怕水淹……”
由于果园坚持绿色无公害种植，
红心火龙果口感好，
但果子有大有小，
外表不佳，
且成熟度较高，
采摘后囤两
三天，
表面就会出现变化，
太阳一晒更
会出现裂果现象，
“所以不敢多摘，只
能现摘现发，
尽快销售！
”
本地红心火龙果 7 斤装
爱心助农价 88 元
（江浙沪地区 顺丰包邮）

●解疑
自助农行动开展以来，我们
收到一些质疑和不解。在此回复
如下：
1. 不是滞销吗，为什么还不
发货？
自推文发布起，农场果园已
经开始忙碌起来，筛果、装箱、搬
运、发货……一时间订单量较大，
每天打包装箱在 200 箱左右，一定
程度上也是为了保证质量，不辜

负每一份爱心人士的支持。
2. 订单信息查不到？物流更
新不及时？
由于很多果农都是第一次尝
试电商操作，查单、导单、获取单
号，还有批量上传，对他们而言都
是新的挑战，其间还有临时退单、
地址填写错误等“小插曲”。甬上
好物的后台同事已在加班配合，
希望各位给予果农多一些理解。

3. 路边有 2、3 元一斤的滞销
桃，为何助农桃子卖这么贵？
由于成熟度较高、个头差异
较大，表面稍有破损的果子，都经
不起快递运输，也达不到发货标
准，这时候能走出农场、走出大山
的都是优秀的“抗台果”。发货无
防腐、保鲜措施，快递途中难免磕
碰，收到后请尽快打开检查，可放
冰箱冷藏。

扫二维码
参加爱心助农

扫二维码
加甬上客服

联系电话：
18957868635

与时间赛跑！台风致 4000 斤枣油桃滞销！

急盼“吃货”来帮忙！
还记得曾请我们帮忙卖过
黄桃的镇海方兵农场的农户方
才坦吗？
去年的“超长”梅雨季，让他
家个大味美的锦绣黄桃因表面布
满黑斑而滞销，宁波晚报官微发
布《宁波本地大黄桃，4 元一斤没
人买，每天都烂在地头，桃农愁坏
了！
》一文后，得到甬城爱心人士
的积极助力，不到 2 个小时黄桃
售罄。
今年 7 月，方才坦家的枣油桃
陆续挂满枝头，却再次遭遇台风
的侵袭。宁波晚报甬上好物团队
接到电话后紧急出动，第一时间
奔赴受灾桃园！

从现场来看，这次台风对桃树造
成了较为严重的损害，雨水浸泡了根
系,大风刮落了果实、
折断了枝条……
“ 前一晚我们还在地里抢收桃
子 ，没 想 到 夜 里 风 力 雨 势 加 大 ，大
棚 薄 膜 直 接 被 掀 翻 了 。”方 才 坦 的
儿子方兵指着明显变形的钢架告
诉我们。
在农场旁边的临时棚，我们见到
了已经连续“作战”了 30 多个小时的
方大伯和堆积成小山的 4000 斤枣油
桃。
“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开空调，这两
天为了保存好不容易抢收下来的桃
子，才把空调开起来！”
看到我们，方大伯连忙从筐里
选出几个熟得恰到好处的枣油桃，

塞到我们手里，
“ 尝 尝 ，都 是 好 桃 ，
甜的。”不善言辞的他，埋头挑着个
头更大的桃子拿给我们吃。大概
还有很多话，都藏在了香甜的桃子
里。
枣油桃树是方大伯 2015 年种下
的，今年是挂果的第 3 年，不仅有着
油桃的外表，还有冬枣爽脆的口感，
很受市场欢迎，每斤可以卖到 12 元15 元。
这两天，方兵也一直在地里帮
忙，通过微信朋友圈帮着卖出了一部
分桃子，但显然是杯水车薪。希望有
能力的爱心人士能施以援手，帮帮辛
苦不易的本地桃农，您的每一次帮
助，
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丝希望！

本地枣油桃 5 斤装
爱心助农价 55 元包邮
（宁波全市范围 极兔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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