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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云霞

精巧别致的农家别墅，碧波荡
漾的农庄湖景，干净整洁的道路环
境，绿荫簇拥的美丽庭院……马渚
镇开元村是远近闻名的“网红
村”，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生活
富裕，问及背后的秘诀，大伙儿都
说：“靠的是村党总支多年来的坚
强领导！”

开元村位于马渚镇北面，由原
禾山、南张、漕斗头、八楞柱四个
村合并而成。近年来，开元村强化
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
探索“党建+产业”融合模式，让
党建优势充分融入产业发展，抓住
产业兴旺的“牛鼻子”。

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乡村振
兴便会蹄疾步稳。开元村党总支下
设9个前哨支部，有221名党员。
该村全面推进农村党支部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定期召开各前哨党支
部民主生活会和“党员组织生活
日”活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严格落实

“三会一课”制度，组织农村党员

开展“党课宣讲进晒场”、志愿服务、
清洁家园等活动，使得党内组织生活日
益规范，提升了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去
年，该村还进一步深化党建亮显工程，
新增6块党建宣传栏，并增添了一条

“红锋路”，让党建元素俯拾即是。
富民强村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

手。开元村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加快
经济转型步伐。该村依托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优越的地理环境，各类特色产
业齐头并进，尤其是工业发展势头强
劲，村内有大小企业200余家，以照
明器材、化妆品包材、消防器材为主
要企业类型，这些企业大大带动了村
民就业、促进村民增收致富，助力村
集体经济发展。开元村有1000多亩
水塘，淡水养殖为该村特色农业项
目，有规模较大的休闲农庄2个。前
几年，因淡水养殖行业不景气，开元
村班子领导集思广益，因势利导，引
进“莲虾共生”新生态农业，实现莲
子、小龙虾双丰收，提高农业效益。
2018年开始，开元村连续举办了两
届“龙虾节”，活动期间，村民和游客们
赏莲花、摘莲蓬、钓龙虾、尝龙虾，
气氛十分热烈。去年“龙虾节”短短
3天时间，吸引周边地区1万多名游
客，累计销售龙虾2000多公斤，打
响了开元村乡村旅游的知名度。

同时，开元村以浙江省文明村、
宁波市美丽乡村示范村、宁波市垃圾
分类示范村创建为契机，不断优化农
村人居环境，大力实施民生实事工
程，擦亮乡村振兴的生态底色。去年
以来，该村重点开展水环境整治，进
行河道清淤、河岸苗木补种，在岳江
庙旁新建健身步道，在八楞柱自然村
新建公厕一座。为扎实开展农村垃圾

分类工作，开元村完善基础设
施，在每个自然村设置“四桶”
摆放点，新增30个“两桶”摆
放点，并新设立一个再生资源回
收站，由专人管理；该村还发动
党员、妇女代表、村民代表进行
垃圾分类入户宣传，提高村民垃
圾分类意识。

在开元村，崇德向善蔚然成
风，身边好人不断涌现，这是该
村加强党的建设、抓好基层治理
带来的喜人变化。在该村家园馆
里，有一面“道德榜”展示墙，上面
展示着10余名“开元好人”：有志
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刘玲波，有
20多年不离不弃照顾瘫痪丈夫
的周兰珍、梅杏芳，有帮助解决矛
盾纠纷的“知心大姐”熊丽群，有
关爱弱势群体的爱心企业家张文
传、魏锡权，还有不求回报、悉
心照顾村里孤寡老人的王根娣
……一个个身边好人，引领着广
大村民见贤思齐，汇聚起共建共
享美丽乡村的强大动力。

近年来，开元村先后获评浙
江省民主法治村、浙江省卫生
村、宁波市文明村、宁波市小康
村、宁波市“三治”融合村、余
姚市洁美村庄等荣誉。

图为开元村村委会东侧的红
锋路。 记者 张云霞摄

开元村：
红色领航绘就乡村富美画卷

■本报记者 黄庐锦

杂草丛生的庭院里，一道身影正
在忙碌，只见她三下五除二就除清
了杂草，转身又利索地把杂物收拾了
一番，乱糟糟的庭院顿时变得井井有
条、焕然一新。这忙碌的身影就是
周菊芬，然而她正在收拾的庭院却
不是自己的家，而是村里的一位老人
的。

周菊芬是泗门镇湖北村人，59
岁的她身体很硬朗。前几天，她从村
民口中得知，独居老人陈渭星在养老
院里病危了，周菊芬便萌生了替他打
扫屋子的想法。周菊芬告诉记者，陈
渭星一生坎坷，唯一的儿子在前几年
去世了。“他一个人孤苦伶仃怪可怜
的，我想为他做点什么，尽尽邻里心
意。”于是，周菊芬找到了联户党
员，向村里报备后，开始为陈渭星打
扫庭院。

周菊芬是联户党员，负责联络六
户人家，这六户人家里有不少老人，
老人有什么需求，周菊芬从来不推
辞，反而特别喜欢和老人们一起聊
天。老人们洗衣服，用的井水是周菊
芬特意为她们打好放在旁边的；老人
们健忘，出门忘带东西就打电话给周
菊芬，周菊芬二话不说以最快速度将
东西送到老人手上。

最近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周菊芬
也加入了，她白天和各小组的普查员
一起整理资料，晚上就趁着各户都在
家时上门询问。摸底工作对她而言难
度并不大，村里的情况她都熟悉，熟
门熟路的，村民们看到身着红色人
口普查员背心的周菊芬也会主动打
个招呼。只花了几天时间，周菊芬
就把负责范围内的表格登记工作做
完了。

周菊芬喜欢帮助别人有一部分
是性格原因，也有一部分是家庭原因。周菊芬生活担子并不轻，照
顾父母和公婆、经营自己家庭，这些重任全压在她一人肩上，要强的
她从不抱怨生活的辛苦，她认为抱怨、发牢骚并不能解决事情，然
而别人给予的一点关心和帮助却能让她感念许久。“我性格坚强，可
以承担这些，但是我看不得其他人也这么辛苦；我希望用自己的微薄
之力，帮助那些需要关爱的人。”周菊芬说，“有钱人做好事是修桥
铺路、济贫救苦，我只是个普通人、做不了大事，但是我有一双手、
一颗心，我愿意从日常生活中、从一点一滴小事中，给大家带来温
暖。”

图为周菊芬正在清理庭院。 记者 黄庐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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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瑾中

河姆渡镇车厩村有着悠久灿烂
的历史文化，今年以来，车厩村围
绕争创浙江省 3A景区村庄为目
标，加大村容村貌整治步伐，村庄
环境更美了，新农村建设下的车厩
村正悄然焕新颜。

近日，记者行走在车厩村，干
净整洁的水泥路面，装点一新的农
家外墙，目光所及都是村落美景。
从村口步行至老街上，曾经杂乱拥
挤的路边小摊消失了，替代它们的
是干净整洁的临街商铺，黛瓦粉墙
和统一的木制牌匾，一眼望去，井
然有序又错落有致。村里随处可见
鹅卵石筑就的花坛，野趣横生、生
机盎然。

有了专人保洁，村民的环保意
识也越来越强了。61岁的村民钱
正社是土生土长的车厩人，村里的
这些变化，他看在眼里，说在嘴
里：“这些对旅游开发、对村民健
身都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近几年
来，随着村庄提升工程一期二期的
竣工，还有将河畔桥东边的破旧修
车铺改建为休闲娱乐的百岁亭，使
村容村貌得到了改善。现在节假
日、双休日，包括余姚、宁波等地
过来的大巴车络绎不绝。”

车厩村内有“古越寻踪”、虹
岭古道和禅悦古寺等免费景点。在
村干部的陪同下，我们从禅悦寺出
发，沿着绵延的古道行至山林，便
进入“古越寻踪”古道。导游图提
示，沿途有越王栖处、涵碧池、辰
雨壁、三叠泉、醉茗亭等10个景
点。依山而建的石砌步阶，两边苍

翠欲滴的绿色和嶙峋错落的怪石，
让人流连忘返。

“现在这条路基本上已筑好，
我们去年开始在旅游这块进行规划
建设，路牌也在挂，方方面面都在
跟上去。”据车厩村党总支书记郑
晓胜介绍，为争创浙江省3A景区
村庄，按照《浙江省A级景区村

庄服务质量等级评价细则》要求，
村里从旅游交通、环境卫生、基础
设施与服务、特色活动与项目、综
合管理和游客满意度调查评价等方
面，积极创造条件，抓好整改。近
3年，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村里
改造了车厩大溪，解决了过去台风
过后大雨带来的积水问题；先后投
资1200万元，开展了三期村庄提升
工程。除开展绿化种植、加强环卫
保洁工作外，还对2.5公里长的村
道进行立面改造。同时，积极打造

“古越寻踪”线路，以龙潭为主，跟虹
岭古道相连接，做好初步规划。

千年古刹禅悦寺相传始建于三
国赤乌年间，至今已有1700多年
的历史。现存建筑为清代所建，为
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正在进
行维修之中。“之前这里乱七八
糟，草蓬、柴堆全都叠着的。”从
小生活在寺院旁边的村经济合作社
副社长汪明强说，“现在基本收拾
干净，面貌焕然一新。”

历史上，这里是通明州的要
道，也是军事要冲，元至元年间曾
设置车厩站，所以命名为“车
厩”。在革命战争年代，这里更是
一片热土，许多革命前辈在这片古
老的土地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革命
故事。而这些，永远被后人铭记
着。村民钱正社自豪地介绍：“禅
悦寺是一座古寺，两边是鹅卵石建
的山路，与‘古越寻踪’的游步道
连接。翻过虹岭古道，竖着一块由
浙江省委原书记薛驹题词的纪念碑
……”图为古道沿途景点三叠泉。

通讯员 罗建灿摄

车厩车厩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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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倪 颖

阿锋，大名俞永锋，是大岚镇“大俞村宿”
的经营者。阿锋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毕业后，
阿锋一直在宁波从事房屋装修行业。

随着民宿经济的蓬勃发展，阿锋便萌发了回
乡创办民宿的念头。于是他利用村里那些腾空闲
置的老屋，用自己所学专长，亲自设计、改造、
装修。原先的木质老房子依山而建，阿锋应地制
宜，精心布局，分属五层的老房子空间上错落有
致，功能齐全又兼具特色，客房、健身房、会议
室、卡拉OK厅、露天烧烤平台等一应俱全。

“我生在大俞，长在大俞，大俞的山山水水
对我来说既亲切又熟悉。”说起开办民宿的初
衷，阿锋实在地说，“我们是这里的主人，就应
该接待好远道而来的客人。”阿锋很享受眼下这
种生活跟工作融为一体的日子。作为大山的孩
子，又有过城市生活的经历，阿锋很清楚城里人
要的是什么。当从喧嚣的都市暂且抽身出来，一
旦呼吸上山里清新的空气、看到满目的苍翠、听
到鸟鸣山涧的天籁之音，那份似曾相识的乡愁让
人不由得停下脚步……

2018年1月，民宿开始营业。终于等到了
暑期漂流季的到来，乘着漂流经济的东风，过来
漂流、探幽的城里人带旺了民宿的经营，最多时
有近200人同时就餐，房间不够住了，连泳池
边、露台上都搭上了帐篷。可是好景不长，为了
保护水源，出于环保考虑，当年夏天营业不久的
四窗岩漂流被关停。这着实给阿锋一个不小的考
验，但阿锋没有气馁。“虽然漂流关停影响了客
源，但漂流具有季节性，现代人更热衷于自然山
水。”阿锋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
们大俞村枕着绿水倚着青山，只要好好守护我们
的绿水青山，不愁客人不上门。”说起有位上海
游客曾因“大热天的，村子里居然连苍蝇、蚊子
都见不到”感到奇怪，阿锋颇为自豪：“现在农
村的生活设施不比城里差，村民的环保意识也随
之增强。这些年，村里沿溪建造文化长廊、铺设
村道、修建桥梁、改造公厕，还建造了停车场
……政府为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做了许多实
事，这也是对我们发展民宿经济的大力支持。”

阿锋一方面努力提升民宿的硬件设施和服务
品质，一方面利用网络平台推介民宿，正是这份
信念和坚持，民宿经营渐渐有了转机。今年四五

月份，疫情缓解后，游客就渐渐多了起来，民宿生意也随之看涨，七、八
月份更是到了火爆的程度，双休日民宿的22间客房总是被早早预订一
空，国庆、中秋“双节”期间的营业额接近了10万元。

由于“大俞村宿”环境好、空间大、服务佳，慢慢地在周边的群众中
也积攒了良好的口碑，除了为外来游客提供食宿，不少因生日、节庆聚会
等需要餐饮服务的本地村民也找上门来。“今年承接的家宴比去年大约增
加20%。”阿锋笑着说，比起以前在城里守着孩子、老婆安稳度日，现在
辛苦了很多，“但我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图为阿锋正在办公。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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