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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瑾中

“这里环境变得这么美，我若
在河姆渡上班，肯定一大早就会来
跑步!”近日，陪同上级领导来到
河姆渡遗址参观的一位市级机关干
部行走在河姆渡景区至浪墅桥自然
村的滨海栈道上情不自禁地说。这
条新修并铺设了塑胶跑道的栈道，
让游客饱览姚江美景的同时，也成
功将每年50多万人次的游客引向
古村落。

浪墅桥，旧名浪墅钱。吴越钱
王后裔的钱氏族人在这里繁衍生
息，现如今村民仍以钱氏为主。近
年来，河姆渡镇充分尊重历史记
忆，持续加大对钱家老宅、钱氏宗
祠等古建筑的保护与修复力度，最
大限度地保存和展示这些古迹的历
史价值与美学价值。同时，立足本
地丰富的文化资源，深入挖掘传统
村落的文化价值，尤其注重挖掘生
活情景、传统习俗、民间工艺、宗

族文明等文化元素，更好地复原了
古村落传统风貌，让浪墅桥古村重
新焕发生机。

首先，该镇坚持规划与建设并
行，改善村落生态环境。坚持生态
优先、统筹规划，注重以“显山、

露水、见绿、留白”手法，规划打
造与山水风光相依相伴、与乡村文
化相生相融的生态村落。结合美丽
乡村、美丽庭院创建，重点实施水
利闸站改造、线路整治、绿化提
升、立面改造、步道建设、生态河
道治理和休闲公园等村内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工程，进一步打开了历史
与文化传承、传统与现代交融的通
道，更好地复原了古村落传统风
貌。比如，以村内三座水闸为主要
景观节点，规划建设环水系景观步
道环线，尽可能利用原地形打造生
态型亲水平台，提升古村落文化品
位。

其次，坚持修缮与利用并举，
恢复古建原始风貌。按照“修旧如
旧”原则，在保留村内古建筑原貌
的基础上，重点对钱家大院、礌鼓
墙门、钱氏宗祠等传统建筑进行适
当规模、渐进式地更新修缮，最大
限度保存和展示这些古迹的历史价
值与美学价值。同时，想方设法活
化利用，比如，将钱家大院内民居
改造成“茶香书屋”，布置图书阅
览、茶文化展示、书画艺术创作等
多个功能区域，特别是可现场体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四明十二雷制
茶技艺，让游客亲身感受河姆渡茶
文化的深厚底蕴。

再次，坚持传承与创新并重，
激活优秀传统文化。注重挖掘生活
情景、传统习俗、民间工艺、宗族

文明等文化元素，新建农耕文化印
象馆、非遗展示馆、越瓷坊、古法
榨油坊等文化景点，创新和传承剪
纸、鼓亭抬阁、四明十二雷制作技
艺等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本乡本
土历史遗存，对延续历史文脉、留
住乡愁记忆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等方面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尤其是成功引进我国唯
一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窑
青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嵇锡贵
大师并设立大师工作室，使越窑青
瓷这门古老的烧制技艺重新焕发不
绝的生命力。

浪墅桥自然村继2015年被命
名为宁波市第三批历史文化名村
后，今年又成为河姆渡镇精心打造
的“茭美古渡”美丽乡村示范线的
一个核心景区。这个曾经的经济薄
弱村已蝶变成一个“望得见山、看
见得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
村。这里小桥流水、白墙黛瓦，满
墙绘制的图画和满院布置的花草小
景观，呈现出一幅生态宜居、文明
幸福的美丽村庄新画卷。这里新建
或修建的非遗展示馆、越瓷坊、三
闸景观、感恩亭、古法榨油坊、茶
香书屋等民俗文化场所，更是集古
朴沧桑和智慧时尚于一体，还在四
处寻觅乡愁古韵的您，快来感受一
下家门口古村落的魅力吧！

图为浪墅桥古村落。
记者 黄静波摄

浪墅桥古村落：

古韵犹存又一村

■本报记者 张云霞

每到夜幕降临，陆埠镇干溪村
的体育公园里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有的打篮球，有的跳广场舞，
还有的在公园小道上快步健走，村
民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强身健体，
成为了体育公园里一道全民健身的
靓丽风景。去年，干溪村投入130
万元新建体育公园，于今年8月对
外开放。体育公园是一个以全民健
身为主题，具有健身运动、娱乐休
闲等综合功能的公园，占地 5.6
亩，基础设施齐全，设有篮球场、
足球场、儿童公园、文体广场、健
身路径等，宽敞的活动场地和丰富
的体育活动项目，吸引了本村村民
和周边群众来此健身娱乐。

“去年到今年，我们村投入资
金实施了不少民生实事工程，包括
基础设施建设，环境面貌提升，体
育、文化、养老等公共服务建设各
个方面，全面提升村民的幸福指
数。”陆埠镇干溪村党总支书记章
建奇说，近年来，干溪村以“建设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为理念，抓
住工作重点，突破工作难点，加大
工作力度，厚植生态底色，突出发
展特色，彰显乡村本色。

干溪村位于陆埠镇南首，紧邻
美丽的陆埠水库，生态环境优美。

去年，干溪村建成村文化礼堂。文
化礼堂总投资1000万元，建筑面
积约5000平方米，设有欢乐大舞
台、家园馆、便民服务中心、文体
活动中心、道德讲堂等，成为该村
文化地标。该村还进一步推进文化
礼堂“建管用育”一体化，积极组
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使文化礼堂
成为发挥长效作用的文化阵地，成
为村民的精神文化家园。去年5
月，由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主
办的庆祝宁波解放70周年大型文
艺汇演在干溪村文化礼堂精彩上
演。今年1月，第四季度“余姚好
人”榜单发布仪式在该村文化礼堂
举行。干溪村还邀请姚剧团前来演
出，为村民献上“文化大餐”，丰
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去年，陆埠镇居家养老中心落

户干溪村，为该村老年人提供日间照
料、康复护理、法律服务、文化娱乐
等多样化居家养老服务。为提升村庄
环境，发展乡村旅游，干溪村投入
400多万元对岗山公路进行道路硬
化，方便群众出行，并对岗山古道开
展硬件提升和环境整治行动，丰富古
道的生态特色，把古道建设与乡村振
兴、环境整治、全民健身结合起来，
让古道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该村还投
入约300万元在干溪大溪东侧新建一
座文化长廊，为村民和游客提供一个
休闲娱乐的场所。今年，干溪村抓紧
实施干溪菜场改造提升工程，目前正
在进行方案设计，为群众打造放心

“菜篮子”。为提高村民垃圾分类意
识，该村采购了一辆厨余垃圾装运
车，并向村民发放厨余垃圾桶和其他
垃圾桶，已累计发放4000个。下一

步，干溪村还将实施全村墙面美化工
程，助力美丽村庄建设。

干溪村良好的生态和宜人的环境
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由宁波鑫能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百亩农业基
地，项目计划总投资3000万元，一
期投入约500万元，建有水果采摘园
和蔬菜园，成为水果采摘、农事体
验、亲子活动的好去处，也带动了当
地村民增收致富。随着游客的增多，
村里的农家乐、民宿也逐渐发展起来
了。2017 年，该村第一家农家乐

“百丈滩渔庄”开业，今年，位于干
溪新村的一家民宿也开门迎客，受到
市内外游客青睐，常常“一房难
求”，需要提前预约。

不仅村庄美了，村民富了，村民
素质也在悄然提升。“每次村里开展
环境整治，村民们都很配合，主动把
晾衣架、杂物都收了进去。”章建奇
说，村里通过积极开展各类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让文明乡风吹进百姓
家。该村有孝老爱亲的“宁波好人”
章壮平，有20多年不离不弃照顾瘫
痪丈夫的“余姚好人”赵亚利……学
好人、做好事蔚然成风。

干溪村通过全力助推人居环境提
升和美丽乡村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倡导文明生活方式，逐步形
成村容整洁、村民向善、邻里和谐的
良好氛围，描绘出一幅乡村振兴的

“新画卷”，先后获得宁波市文明
村、宁波市全面小康村、宁波市卫生
村、宁波市生态村等荣誉称号。去
年，干溪村成功创建成为“省美丽宜
居村”。

图为干溪村体育公园。
记者 张云霞摄

干溪村：
生态宜居产业兴 美丽乡村入画来

■本报记者 沈家扬

“7年了，那天发生的事情仿佛还在我眼
前。”冯亚仙深深呼吸几次，勉强平复了声线，
但微红的眼圈还是暴露了她的悲伤，“在出事
前，我家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也算得上是
衣食无忧。”

冯亚仙今年60岁，是小曹娥镇人和村人。
2013年以前，冯亚仙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平淡而
幸福，丈夫石万苗勤劳踏实，两个女儿也已经长
大。正当冯亚仙沉浸在幸福之中时，意外的阴影
却猝不及防地降临在这个家庭。“我丈夫在帮临
村的村民建房时意外从屋顶摔下。”冯亚仙说，

“诊断书上写着他高位截瘫，从此变成了一个生
活无法自理、大小便失禁的人，我顿时感觉天塌
下来了。”出事前，丈夫从事泥瓦工的收入是家
里主要的经济来源。出事后，面对还正在读书的
小女儿以及日益拮据的生计，冯亚仙有心无力，
只能在村里到处接零工，边照顾丈夫边赚钱。

由于石万苗高位截瘫导致大小便失禁，冯亚
仙有时一天要洗三四床被子。给丈夫洗澡时，冯
亚仙每次先在几个水桶中放好水，细心地先用手
试一下水温，然后一遍遍帮丈夫擦洗。瘫痪病人
容易产生褥疮，为了减少身体与床之间的摩擦，
冯亚仙在丈夫身下垫上又薄又软的毯子。这样细
致妥帖的照顾，冯亚仙7年来从未间断过。

这次意外也改变了石万苗的心性。在出事
前，石万苗是一位憨厚老实的人，脸上总是挂着
笑意。出事后，他一想到自己原来是一个做惯力
气活的七尺男儿，现在只能躺在床上什么都干不
了，连吃喝拉撒都难以自理，脾气变得十分暴
躁。对此，冯亚仙给予丈夫最大的理解和尊重，
每天持之以恒地帮助丈夫做康复训练，鼓励他重
拾生活信心，还每天给他换着口味做饭菜。在冯
亚仙的悉心照料下，石万苗有所好转，但因为太
长时间卧床，导致下肢萎缩，还不能像当年那样
站起来。

即使在生活的高压下，冯亚仙依旧保持自己
的善良、乐观，没有对命运自怨自艾。她和周边
群众关系非常好，家里有好吃的也不忘给邻居一
起分享，经常帮邻居照看孩子，下雨了不忘帮邻
居收衣被。邻居表示感谢时，她总是说：“举手
之劳，换你也会这样做的。”就算自己平时再困
难，冯亚仙也尽力不给村里和别人添麻烦。在今年的美丽乡村建设中，她
积极做好配合工作，将自家房前屋后以及附近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困
难熬一熬会过去的，我相信明天总会比今天更好的。”冯亚仙的眼睛闪烁
着对生活的希望。

冯亚仙（左一）向相关探望人员介绍丈夫情况。照片由人和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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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瑾中

“您的年纪已超过入站的年限，但我们
的活动仍然欢迎您参加。”11月17日，市
癌症康复协会安排市人民医院两位“一号难
求”的专家送医下乡，小曹娥康复站的几十
名会员放下地头种榨菜的农活赶来咨询。有
位73岁的患者不是会员，但也享受了专家
义诊，临走时他特地向站长致谢，站长笑着
欢迎他本月23日再来参加康复活动。

每月23日，是小曹娥康复站会员活动
日。自2013年建站以来，抱着战胜病魔、
共同康复的目标，每次活动会员们的到会率
都很高。那么，为何这么受欢迎？王礼镛半
开玩笑半当真地说：“23，余姚话谐音‘癌散
’，寓意好，所以大家都乐意来抱团取暖，
让癌远离。”

王礼镛是小曹娥康复站的站长，这位前
镇人大主席，今年79岁，鹤发童颜，说话
声音洪亮，笑口常开，精气神比普通健康人
还足，谁也不会想到他曾遭受过胃癌和前列
腺癌两种癌的折磨。这些年来，他凭借着自
己坚强战胜病魔的经历和过硬的工作能力，
带领当地一群文化水平较低又无劳保待遇的
农民病友，运用现代的科学防治模式，开展
丰富多彩的康复活动，通过相互交流、相互
关爱、相互支撑，在癌症面前筑起一道特殊
的“生死防御线”。

在王礼镛看来，如果没有良好的心态，
哪怕使用再先进的治疗手段，再好的抗癌
药，也不会有理想的治疗效果。为此，他带
领病友在“学”字上获取知识，在“想”字
上树立信心，在“行”字上谋求实效，树立
了积极向上的斗志。同时，倡导病友忘记年
龄，忘记自己是个病人，做到笑口常开，长
期坚持以乐观、快乐的心态与病魔作斗争。

“我站共有会员111人，其中在册会员
95人，回归社会的名誉会员16人，会员康
复率达95%。”据王礼镛介绍，康复站坚持
以康复为本，把“为会员服务，对会员负责，让
会员满意，受会员监督’作为宗旨，除了经常
对会员上门看望慰问病友，免费组织科普讲
座、健康体检、康复游等活动外，还形成一些
固定的活动内容，如每逢春节、端午节、中秋
节召开茶话会，给会员发米油、粽子、月饼等

食品表示节日慰问；举办会员康复“五周年”“十周年”生日庆典活
动，通过相互祝福和鼓励，不断激发和提振会员的康复信心。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康复站活动组织相对少了些，但也举
办了2019年总结会暨迎春茶话会，“常见意外与急症的急救”讲座，

“春风送暖，万人游余姚”一日游活动，“话端午、抓疫情、抗癌魔、
谈心得、促康复”交流会，“迎中秋、庆国庆”茶话会，赴绍兴健康
快乐一日游等活动，为病友带去了许多来自组织的温暖和关怀。老姚
患有胰腺癌，本来此病较凶险，他自己也很担忧。自从加入康复站
后，他获得许多科学康复的知识，心情舒畅不少，如今病情较稳定，
生活信心倍增。来复诊那天，他自赋一首诗向王站长和康复站表达感
激之情。图为小曹娥癌症康复站会员正在向市人民医院专家问诊。

记者 胡瑾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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