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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定位 拉高标杆
打造精品线路
“余姚样本”
姚奉化交界，全长约 59 公里。该线
路周边有浙东红村横坎头、唐诗之路
文化带、丹山赤水风景名胜区、四明
山国家森林公园、四明之源四窗岩等
主要景点。
奚明一行在查看慈余高速余姚西
出口处绿化改造提升项目后，沿浒溪
线一路向南，先后查看了四明山山门
旅游服务中心、钱库岭花海梯田、夏
家岭观景平台、四窗岩景区入口、冷
水孔、鸡冠岩观景平台等多个核心节
点，仔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交通节

点改造、特色文化展示、多元业态植
入等情况，就如何发挥自然生态优
势，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服务水平提
出了具体意见。
奚明指出，
“四明之窗”
百里红诗
路是我市推出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
要坚持生态优先、规划先行，在尊重
自然和生态的前提下，把自然风光与
文化元素相结合，因地制宜、顺势而
为，进一步优化规划设计，完善公共
服务配套，打造重点节点，在确保线
路安全、有序、畅通的同时，努力实

现点上出彩、沿线美丽、面上整洁、
全域景观化。要筑牢产业支撑，大力
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将文化要素融入
自然、融入产业发展，讲好乡村故
事，一体打造文旅农旅结合、各具特
色的乡村新业态，活跃沿线经济，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把精品线
路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引导村民
依托乡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良好的生
态环境，发展乡村旅游、
“农家乐”
，把
环境优势变为经济优势，让美丽乡村
建设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榨菜加工忙
昨天，在位于临山镇的市姚锏酱
菜厂，工作人员正忙着腌制刚收割的
榨菜。据了解，该厂今年收购新鲜榨
菜 250 万公斤，加工后销往福建、江
苏、江西等地，深受消费者喜爱。
记者 黄静波摄

垃圾遍地 道路泥泞 环境脏乱

这个小山岙不该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本报记者

胡建东 毛艳萍

近日，热心市民韩阿姨向记者反
映，她去黄山儿童公园东边的一座小
山上晨练时，发现一个小山岙里有一
片原余姚市茶场的职工宿舍区，住着
几十户上了年纪的市民，还有不少租
住的外来务工人员，那里的环境非常
差，也没有人管理。
记者随即前往现场调查采访。在
谭家岭西路黄山儿童公园东大门往东
不到 100 米处有一个路口，沿着一条
弯弯曲曲的小路一直往南，不远处就
是原余姚市茶场的职工宿舍区。小路
东边有 2 幢楼，一幢三层，一幢两
层，看上去破败不堪，完全不像有人
居住，只是从楼下停着的电动车和外
面晒着的衣服才能看出这里还住着
人，楼道口堆满杂物，里面阴暗潮
湿 。“ 这 两 幢 楼 的 房 子 很 多 都 出 租
了，住着不少外地人。”有村民告诉
记者。
记者沿着一条狭窄的沙石路继续
往里走，路面坑坑洼洼，两边还有不
少破旧的平房，也是茶场退休职工居
住的，路边随处可见乱扔的生活垃
圾。走到最东首，记者看到一位老大
爷正在屋里休息，就向他询问。大爷
姓谷，今年 78 岁，18 岁开始就在茶
场工作。几十年来，他和老伴一直住
在这两间小小的平屋里。记者看到，

值班领导 ：徐渭明

屋里阴暗潮湿，谷大爷说，他自己浇
了水泥地面，装了一个简易的卫生
间，在这里已经算比较好的了。因为
房子是国有的，不能大修大改，这里
有的人还在用土灶，有的用煤球炉，
有的还没有卫生间。随后，谷大爷领
着记者来到附近一处堆满垃圾的地
方，几棵大树下面全是各种生活垃
圾，散发出阵阵臭味，“天气热的时
候，臭味还要浓呢。”谷大爷说，这
里原是一个小水池，后来乱扔的垃圾
越来越多，也没人清理，几年前甚至
还有人装着一车一车的建筑垃圾来这
里倾倒，水池就被垃圾填满了，现在
已经变成一个小山包，杂草丛生，垃
圾遍地。旁边有一座简易公厕，村民
说这是去年新造的，记者发现里面也
是又脏又臭，难以进入。“家里没装
卫生间的，只能用这个厕所，但没人
清扫。
”附近村民对记者说。
93 岁的谢奶奶就住在那个垃圾
堆的西边，“这里太臭了，我前门都
不敢开，特别是刮东风时，臭气都吹
到屋里来，实在受不了。天热的时
候，苍蝇、蚊子乱飞，我只能喷点药
水对付一下。
”谢奶奶说。
村民告诉记者，他们住的这个宿
舍区叫余姚市茶场下场，在茶场后黄
山还有一个职工宿舍区，情况也和这
里差不多，环境卫生的事一直没人来
管，这里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
落”。热心村民吴先生领着记者来到
了后黄山，这里已经在黄山西路的南
边了，距下场约五六分钟车程，记者
看到有两幢楼房和几处平房，房子外
面到处是私接乱拉的电线，楼房前的
一条出水沟里都是污泥，已经完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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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胡张远 通讯员
俞玲玲） 昨天，记者从市卫健局获悉，
截至 4 月 6 日，全市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超过 10 万剂次。其中，第一针接种累
计完成 91418 剂次，第二针接种累计完
成 18580 剂次。近半年来，我市按照重
点人群、高危人群和其他人群依序推进
原则组织实施接种，稳步提高新冠疫苗
接种人群覆盖率。
连日来，我市根据疫苗供应情况，
在开设的 17 个方舱式接种点全面推进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全市严格贯彻执行
“日调度、日报告”工作机制，根据各
辖区实际情况制定分步接种计划，明确
详细时间表。各乡镇 （街道） 组织辖区
群众有序接种新冠疫苗，全力做好后勤
保障工作。
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市中医医院医
共体、市妇幼保健院医共体、市第四人
民医院医共体分别负责 6 个、4 个、2
个、5 个方舱式接种点的接种服务和医
疗保障工作。同时，各医共体总院和分
院整合资源、分工配合，强化接种后出
现异常反应的救治保障工作，在各接种
点组织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负责接种点的
医疗救治保障工作，畅通转诊渠道，并
建立救治绿色通道。派出经验丰富的急
诊急救人员携带必要的医疗设备、药品
等物资在驻点提供保障，并安排急救车
现场值守。每一位参与医疗救治的人员
都进行严格培训，确保发生疑似异常反
应时能够及时识别、妥善处置。
国家卫健委制定出台的 《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技术指南 （第一版）》 中明
确，建议新冠病毒疫苗 2 剂之间的接种
间隔大于等于 3 周，第 2 剂在 8 周内完
成接种。关于不同疫苗产品能否替换的
问题，《指南》 建议用同一种疫苗产品
完成接种，如遇疫苗受种者异地接种
等特殊情况，无法用同一种疫苗产品
完成接种时，可采用相同种类的其他
生产单位的疫苗产品完成接种。前期
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全程接种完疫苗
28 天后，约 90%的人能产生较好的免
疫效果。

十七个方舱式接种点全面推进接种工作

奚明在专题调研“四明之窗”
百里红诗路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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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倪劲松） 昨天下
午，市委书记奚明带领相关部门负责
人专题调研“四明之窗”百里红诗路。
他强调，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找准
定位、拉高标杆，以全域景区化为统
领，加快沿线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的
升 级 改 造 ， 打 造 精 品 线 路“ 余 姚 样
本”。副市长楼鼎鼎、市政协副主席
缪正刚参加调研。
“四明之窗”
百里红诗路是我市推
出的四明山百里精品线路，起点为慈
余高速余姚西出口，终点至浒溪线余

4 月8 日

省报协召开第八届理事大会
本报任常务理事单位
本报讯 浙江省报业协会
第八届理事大会昨天在杭州召
开，中国报业协会、省委宣传
部以及有关单位领导出席会议
并讲话。来自全省 70 多家报
业集团(报社)的社长、总编齐
聚一堂，共商浙江报业未来发
展。
会议听取和审议通过了浙
江省报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工
作报告和换届财务审计报告；
听取和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浙

江省报业协会章程。召开了浙
江省报业协会第八届第一次常
务理事会议和第八届理事会第
一次会长会议。
第八届理事大会选举产生
了浙江省报业协会新一届领导
班子，选举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副社长程为民为浙江省报业协
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董悦、
李浙闽、吴伯正、徐赞、吴
蒂、许鸿为副会长。本报任常
务理事单位。

探寻“舜宇”
成长壮大奥秘

长篇报告文学《与光共舞》出版

原来的小水池，现在变成了垃圾山。
堵塞，一条小小的沙石路同样也是坑
坑洼洼，房前屋后还有很多散养的鸡
在到处寻食，附近一座简易公厕里也
是又脏又臭，不堪入目。至于生活垃
圾的处理问题，村民说，路边有一个
两面矮墙围起来的垃圾投放点，他们
的生活垃圾就扔在里面，平时就靠谭
家岭村的保洁员过来清运一下，基本
上每天来一次。“这里也没有安装路
灯，一到晚上进出非常不方便、不安
全，前些年还经常有小偷来呢。”一
位中年妇女对记者说。
记者随后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原余姚市茶场的职工宿舍区目前
由该局负责管理，但该区域的环境卫
生问题多年来一直处于失管状态，短

时间内恐怕难以改变。
记者站在现场向四处眺望，远处
有高楼大厦，附近有一大片绿油油的
茶山，还有不少郁郁葱葱的树木，这
里本该是一个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
宜居之地，而眼前的景象却与四周的
环境格格不入。“帮我们路浇浇好，
路灯装一下，垃圾有人按时清理，公
厕有人保洁，我们就很开心了。”村
民的要求其实并不高。

本报讯 （记者 颜文祥）
业、锐意创新的历程，展示了
全景记述“舜宇人”创业创新
聚集在“共同创造”旗帜下的
历程、全面探寻“舜宇”成长 “舜宇人”群像。作品把“舜
壮大奥秘，由我市作家徐渭明
宇”的进步和发展放在改革开
和周伟伟共同撰写的长篇报告
放的大背景下考量，放在愈演
文学 《与光共舞》 日前由中国
愈烈的国际市场竞争背景下考
书籍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
量，放在突飞猛进的全球光电
行。
技术创新的背景下考量，并从
《与 光 共 舞》 共 12 章 ，
悠远深厚的地方文化和“舜
28.5 万字。作品通过平实的叙
宇”创业者的鲜明个性里，梳
事、感人的细节、适度的述
理形成独特企业文化基因的脉
评，还原舜宇集团公司艰苦创
络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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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遇困难群众，
他毫不犹豫伸出了援手

（4 版）

瑶街弄村三位乡贤捐资 15 万元

百盏路灯点亮村道照亮人心 （5 版）
那道光，划破苍穹穿越时空

来自“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的精神之光 （7 版）
今日气象

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 3~4 级，最低气温 11℃，最高气温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