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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瑾中

每天晨晚，阳明街道方桥村社区
多功能运动场上人头攒动，打球、跳
广场舞、玩健身器械，运动气息扑面
而来。自从水泥球场改成塑胶地面的
灯光球场，这里更是变得热闹非凡，
而这只是该村推进健康乡村建设的一
个缩影。

方桥村位于原老方桥集镇中心，
户籍人口 2157 人，常住人口 4586
人。全村1.8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
占地400余亩的工业功能区，有农贸
市场、超市、卫生院、银行、邮政等
商贸业态，但因种种原因，缺少一个
全民健身场地。

健康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百姓健康是实现
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方
桥村投入30万元，对原篮球场地进
行改造提升，新增3处羽毛球场地、
1处门球场地和健身器材20余套，
面积扩大到1000余平方米。目前，
这个融园林休闲、门球绿景、健身锻
炼为一体的家门口运动场，连周边村
的群众也纷纷前来“打卡”。

“对面那幢新建的徽派建筑，是
村落文化宫，建筑面积有2000余平
方米，预计下半年投用，将进一步提

升方桥村的整体形象，增强村内文化
内涵，丰富群众业余生活，也为我村
争创省文明村增添筹码。”据村党总
支书记施松权介绍，近几年来，当地
坚持以“一兴四美”为目标，通过发
展经济，改造村居环境，补齐农村公
共文化设施短板，促进乡风文明，积
极落实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一兴”即产业兴，该村在现有

当地农贸市场、超市、小商品市场等租
赁收入的基础上，利用集体资产，拓展
创收渠道。最近，由该村出资并负责
建造的农民公寓二期正在推进中，将
来也会为该村新增一笔村集体经济收
入。

“四美”即生态美、生活美、治
理美、乡风美。通过积极开展农房、
道路、河道、厕所等改造建设，从

“住行”上确保普惠全村居民，提升
村级整体面貌，保持原集镇中心的优
越地位。

目前，农民公寓二期建设项目正
在推进，之前建成的农民公寓一期南
苑新村，83套住宅全部售罄，解决
了大部分失地农民的失居问题，改变
了以往居住分散、杂乱无章的生活
环境。方桥村新村内还修建了大院，
形成“农民别墅”，并经过改造和建
设，使该新村所有住宅均成为“村美
丽庭院”。

以美丽乡村创建为契机，村里先
后投入资金，安装护栏4700米，改
造村庄杂地47处，硬化面积3000平
方米，新增绿化种植2000平方米。
对约1000米长的余方公路方桥段，
新增路肩进行地砖铺设，设置休息
区，增补企业门口花木，使之创建成
为美丽公路。去年又启动文明示范线
工程，对余方路两侧进行整治改造，
提升整体形象，美化区域环境；改造
农贸市场周边广场，新增标准停车位
60余个和非机动车停放场地3处，
缓解余方公路方桥段的交通压力。

从2014年开始，村里陆续开展
河道清淤，5条村级河道已疏浚 4
条，疏浚池塘两个，疏浚方量达到

10万方左右。新建翁王断头河连接
工程，将以往的臭水沟改变成地下
河，地上新增混凝土路面长240米，
实现翁王片区域污水处理全覆盖。

全村环卫工作实行水陆一体化保
洁模式，由村主要干部全面负责跟踪
督查保洁质量。另外，组织人员每周
两次开展卫生巡查和清理建筑、家居
垃圾，发现问题就地解决。实行垃圾
两级分类，在撤桶设点的基础上，减
少点位到130余点。全村改造厕所
12座，周边受益群众500多户。累
计拆除违法建筑7000余平方米，实
现多年无违建，无侵占耕地情况。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之魂，
好的乡风能够培养和熏陶出品质优良
的个体。在助推乡村振兴、美丽乡村
建设中，该村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如
宁波奥邦喷雾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施华
明出资29.5万元，在水沟头自然村
修建村道和河道砌坎，改善周边群众
的出行。余姚市鑫南电器厂厂长刘伟
明自筹 14.5 万元，硬化村篮球场
地、羽毛球场地道路。芦家自然村的
村民陈晓梅主动让出一半宅基地，助
力村集体建设停车及活动场地。继
2019年拾金不昧的村民金杏娣被评
为阳明街道道德好人后，2020年，
77岁的黄志良老人跳河救落水儿童
一事，被学习强国、中国文明网等媒
体报道。另有5位村民积极加入公益
救援组织，并参加各类救援、防疫宣
传及公益志愿活动，时长超2500多
个小时，其中刘渭荣被评为宁波市优
秀共产党员。

图为新建的村落文化宫和多功能
运动场。 记者 胡瑾中摄

方桥村：

“一兴四美”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胡瑾中

清明时节，许多地方的樱桃还
又青又小，而黄家埠镇回龙村杨岙
果园的暖棚内，又大又红的樱桃已
挂满枝头，吸引了很多游客和附近
村民慕名而来，体验尝鲜的乐趣。
正在忙着采摘樱桃的果园女主人俞
兰珍，望着一颗颗如玛瑙似的樱桃
和热闹的场面，内心的成就感溢于
言表。她开心地说：“今年我的樱
桃采摘期比往年提前了15天，可
以卖个好价格。”

樱桃素有开春第一果美誉，栽
植历史悠久，其形小巧玲珑，其味
酸甜可口，备受人们青睐。“清明
节能吃本地樱桃，这在我市还是第
一次。”据市林果首席专家汪国云
介绍，樱桃一般要在4月20日左
右成熟，5月初达到鼎盛期。

俞兰珍的樱桃率先进入成熟采
摘期，主要归功于应用了大棚促
成栽培技术。从该果园的樱桃冬

季覆膜到今春的开花以及后期的
果实膨化期施肥等各阶段，农技
专家一直跟踪指导，加上今年气温
相对较高，俞兰珍管理得法，使樱
桃的大小、色泽、口感都比较理
想。

别看如今樱桃收成不错，一颗
颗晶莹剔透的樱桃密密麻麻地遍布
绿叶中，数不胜数，可过去的几
年，俞兰珍种的樱桃经济效益可不

高。俗话说，种一棵樱桃树，最好
是十年前。耕耘、开花、结果、丰
收，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浇灌，俞兰
珍为此付出了10余年的辛劳。

今年49岁的俞兰珍，心直口
快，笑言自己承包果园的初衷是因
为喜欢吃水果，尤其爱吃外婆家的
马渚西山杨梅。2009年，她毅然
放弃了厂里的工作，开始投入果园
生产，先后投入100多万元，将果

园扩大了20多亩，除了种有1000
多株樱桃，还有桑葚、桃子等水
果。

这些年来，除了一年到头不停
歇地忙碌，俞兰珍最大的感触是掌
握技术的重要性。刚开始，她不懂
技术和管理，引种了山东樱桃。因
气候不适，加上承包的是山塘开采
后的山地改成的良田，土壤瘠薄，
肥力不足，几年下来山东樱桃树长
势不佳，只开花不结果，不得不砍
掉。如今，改种了短柄、梁弄红、
黑珍珠等3个樱桃品种，也时好时
坏，如去年初受寒潮影响，樱桃产
量很低，几乎没有收成。

为此，她到处请教和学习。除
了请汪国云等专家上门来指导外，
她还连续多年参加各地举办的樱桃
种植管理培训班，学习施肥、浇
水、剪枝、疏果等技术。依靠科学
和专家指导，樱桃长势、品相才逐
渐好了起来。

这次率先成熟的是短柄品种。
俞兰珍听从了汪国云的建议，在年
初寒潮来临之际，及时搭好暖棚，
严控温度。开花时，还买了蜂箱，
提高授粉率，这些措施都让她的樱
桃今年迎来了“开门红”。

图为俞兰珍正在暖棚采摘樱
桃。 记者 胡瑾中摄

俞兰珍：樱桃种出“开门红”

■本报记者 沈家扬

前不久，黄家埠镇杏山村老人谢阿贞迎来
100岁生日，该村村委会会同老人家属一起为
老人举办了百岁寿宴，并送上慰问金与祝福。

“虽然我娘说话不太利索了，但是可以看出那
天她非常开心。”谢阿贞的儿子黄天贤笑着对
记者说。

杏山村现有户籍人口2900人，其中90岁
以上老人30人，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
三分之一，是个远近闻名的长寿村。

与全国其他长寿村类似，杏山村有着自身
优越的地理坏境。该村以山水出名，据清雍正
《东山志》记载：“余支湖：历晋及唐，子姓繁
衍，因以名湖。”杏山村的杏山湖便是余支湖
的一部分。辖区内还有小巧玲珑、风景迤逦的
鹦山。据了解，杏山村原名鹦山村，据说是早
年有樵夫看见山涧崖壁中飞出一对鹦鹉，村人
以为吉祥之兆，因而得名。

村里老年人口多，如何让他们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是杏山村村委会亟需
解决的一道难题。据杏山村党总支书记沈才荣
介绍，该村早在2015年下半年，就已经全面
开展居家养老服务，也是黄家埠镇第一个开展
这项工作的行政村。由于开展情况良好，
2020年杏山村还被评为宁波市居家养老示范
点。“我们有村级志愿者团队定时定期上门探
望老人，需要送餐服务的老人可以打电话向村
里报备，也可以直接与志愿者联系。”沈才荣
说，“村里的送餐点每天都会准备两素一荤的
松软菜品，在保证老人口感的同时兼顾健康、
营养。”当时的送餐点由杏山村小学改造而
成，而今送餐点变成了老年人活动中心，从物
质层面进入了精神层面。记者走进活动中心，
发现里面宽敞有序，教室被改造成了展览室、

棋牌室、多媒体室等多个分区。“这里是全天免费开放的，还会为老人提
供茶水。”沈才荣表示，“老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关心关爱，‘老来乐’是
他们健康长寿的关键密码之一。”

为了让村里老人与城里人一样有个休闲和锻炼身体的好去处，2016
年，杏山村专门修筑了一条游步道。这条游步道长达2.6公里，沿途设有
凉亭和风雨长廊，方便老人在此锻炼身体或休息。家住游步道边上的97
岁老人韩美仙非常喜欢这条游步道。“我本来不喜欢锻炼的，但是现在我
每天起码要在这里走上半个小时。”韩美仙口齿清晰，思维敏捷，还能自
己照顾自己的起居，她认为每天的锻炼让她的身体更加硬朗。

沈才荣告诉记者，村级志愿者面向该村贫困老人的捐款额每年都在3
万元上下。“这些钱都是村民5元、10元地捐献累积的，充分展现了我们
村爱老护老敬老的优良传统和美德，老人们生活在这种温馨的氛围里，真
是越活越带劲。”

年过九旬的韩美仙还能照顾自己的起居。 记者 沈家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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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家扬

天色微亮，窗外偶尔传来几声
鸡鸣，时针显示清晨6点，但此时
正是牟山镇新东吴村垃圾分类指
导员徐美丽的起床时间。她利索
地穿上志愿者马甲，带上分拣
钳，准备前往该村的生活垃圾定
点投放站。“我是从今年3月起自
愿加入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的，心
里还是蛮自豪的。”徐美丽笑着
说，“毕竟我们村是省级文明村，
我可不能给村集体丢脸。”

据村党总支部书记吴忠鑫介
绍，新东吴村于2019年初申报省
级文明村，在两次暗访评审中，获
得了较好的成绩。“正是因为村班
子成员和村民的共同努力，我们才
有幸获此殊荣。”他说，“我们将在
建设新时代文明乡村的道路上继续
阔步前进，让村民们都能享受到文
明带来的‘红利’。”如今，新东吴
村文明建设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向村
民素质方面，通过一系列举措，努
力将村民的文明行为从“被动”变
为“主动”。

那么如何实现这个转变呢？该
村妇女主任吴丽娜笑答：村民自
治，共建共享。“很多事情村委会
工作人员不好说也不好劝，如果硬
劝反而容易引起村民的逆反心
理。”她说，“所以我们在行政村下
面的4个自然村中都邀请了思想觉
悟高、村民中有威望的人担任村民
代表，借他们之力做好思想宣传，
效果非常不错。”目前，新东吴村
共有59名村民代表，东吴自然村
的代表吴建忠年过五旬，是一名有
着2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们村的
氛围非常好，村委会充分发动村民
群众相互监督、相互促进。”他告
诉记者，在新东吴村，不但有村
民代表，还有4个网格长，网格
长麾下各有3到5个网格员，基本
都由村民自发报名参加。在去年疫
情期间甚至还有村民因为白天工作
忙，主动申请参加夜间巡逻，为村
庄平安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对于表现突出的村民，村委会及时
予以鼓励，还在每年年末“我们的‘村’晚”主题晚会上现场
表彰一批优秀村民。“我们的表彰细分为美丽庭院、文明家庭
等，共有4个类别。”吴丽娜说，“而且对优秀村民我们还会层
层上报，比如‘文明家庭’，基本上每年我们村会有一个获得市
级文明家庭称号的家庭。”

在提升村民素质过程中，新东吴村注重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
带头作用。目前该村2300余个户籍人口中，党员有120多人。
近期，新东吴村将加强党史学习教育，更加激发党建活力。

新东吴村志愿者在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通讯员 吴丽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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