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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新闻客户端
微信“扫一扫”即可安装

记者 黄玎 通讯员 徐硕

近年来，象山“红美人”声名远播。最
近，记者在定塘镇采访了柑橘种植大户顾
品，谈起这些橙红耀目的“小福果”，顾品喜
上眉梢：“自去年 11月 20日上市以来，家
中的‘红美人’一直旺销，现在已经卖出
25000 多公斤了。尽管价格为 60 元每公
斤，但是天津、北京、上海等地的回头客不
断，还有不少红美人的‘新粉丝’慕名打电
话订购。”

2000年，我县专门选派了一批柑橘种
植和贩销人员赴日本爱媛县研修柑橘种植
技术，当时和父亲一起从事柑橘贩销的顾
品有幸成为其中一员。经过近 10个月的研
修，顾品不光学习了日本精细化管理方式
和种植技术，更是把第一批“红美人”带回
了象山，在晓塘自己家里率先进行小范围
嫁接试种。

但“红美人”的种植并非一帆风顺。在
2002年到 2008年的种植过程中，顾品没
等到果实完全成熟，就急于采摘，摘下的
“红美人”口感比较酸涩，品质不佳，售价为
10元每公斤，再加上落果现象严重，柑橘
农户们根本不愿意种植。

2008年，县农林局在顾品家搭起大
棚，建立了一个占地约 1.5亩的杂柑完熟
栽培试验园。这次顾品把“红美人”留到 12
月的中下旬才进行采摘，采收的“红美人”
糖度大大增加，具备了肉质柔软、汁水饱
和、香味独特、风味俱佳等特点，并且 1.5
亩地的产量达到了 4000公斤左右。2009
年，“红美人”价格升至 60元每公斤，仍然
是供不应求。

2012年，顾品再次到日本进行技术交
流。在日本学习了铺设反光地面覆盖材料、
套袋等技术，应用在“红美人”种植中，显著
提升了产量、改善果实的外观与色泽、降低
果实中农药残留，进一步提升果品。回国
后，顾品承包了 50亩生产园，并注册申请
了“甬红”品牌商标，“红美人”爆销市场。

如今硬邦邦的销售数据，也让原先不
看好“红美人”的老乡们改变观念，跟着顾
品，一起着手种植“红美人”。目前，象山“红
美人”栽培面积已突破 8000亩。今年，顾品又
新承包了 260亩地种植不同品种的柑橘。在
园内，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不断档”的新鲜柑
橘。“更希望把技术传授给更多农户，解决他
们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造福乡民。”顾
品还和龙兴生态科技负责人韩东道一起谋
划着建立柑橘社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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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建军

在美丽浙江建设的进程
中，定塘镇，无疑是靓丽的一道
风景———

这里，洋溢着田园小镇的
温婉神韵；这里，有着与城市不
同的恬静与风情；这里，有江南
水乡独特的清幽与诗意。

作为县首批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试点镇，定塘镇立足“多
彩田园，橘韵水乡”特质，挖掘
田园风光、农耕文明、历史文化
等资源优势，完善功能配套，提
升人文素质，改善人居环境，全
力打造融合良好自然环境、深
厚乡土底蕴与现代城市元素的
田园特色小镇。

精心规划袁 彰显田园新
景象

诗画之美，除了天然底色，
更在于“规划”的有效实施。定
塘立足镇域总规，制定《田园特
色小镇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谋划了美丽集市、功能配
套、特色街道、景观河道、休闲
弄堂“五大建设”和拆除违建清
爽、人文素质提升、城镇管理品
质“三大工程”，摹画了一幅小

城镇空间蝶变的“长卷”。
一样山水田园，成就别样

风情。该镇凭籍独特的田园水
乡资源和人文底蕴，提取蔬果、
田园、鲜花等五彩斑斓元素，重
新梳理城镇肌理，强化整体风
貌塑造，规划建设“多彩果蔬田
园小镇”。

针对用地功能饱和、建筑
陈旧老化、环境脏乱差等短板，
定塘镇秉持特色性与经济性并
重原则，坚持修旧如旧、精简节
约。以“立面改造，老房修缮”破
“旧”，以“违建拆除，节点打造”
破“差”，以“管线地埋，空间拓
展”破“乱”，力推小城镇“颜值”
“气质”双提升。

产业上，彰显特色。定塘坚
持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
济，深度释放生态红利，创建大
塘港国家级农业综合示范区，
发展乡村旅游、影视文化旅游，
加快推进航天科幻城、精品民
宿等项目，让田园城镇的内涵
更加丰富。

精准发力袁 展现洁美新
形象

把脉问诊、对症下药、精准
发力……定塘镇着力打好治

堵、治乱、治差等系列组合拳，
推动集镇面貌“破茧成蝶”。

该镇完善镇区交通设施，
利用碎片化土地新增停车场 4
个、停车位 50个；统一布点、建
设小商品、花木、自产自销、花
岗岩加工等四个专业市场；通
过去除废线、归并散线、檐下走
线、合理入地方式，治理“空中
蜘蛛网”；加大违建拆除和拆后
利用力度，去年累计拆除乱搭
乱建 18 处计 2.3 万平方米，新
增口袋式公园 2 个、绿化面积
1200 平方米；以主干道、菜场、
车站等区域为重点，集中清理
垃圾堆放点 67处，改造 45处
卫生死角为绿化角。

春风十里不如小镇新貌。
“赤膊墙”不见了、乱摆摊减少
了、乱占道改善了；垃圾场变身
“城镇绿肺”，荒地改建停车
场，公厕颜值大提升……定塘
迎来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形
记”。

要“面子”，也要有“里子”。
小城镇既要融入“城”的繁华，
也要保留“镇”的特色———

该镇在兴定路、华塘路、浮
礁路等主要道路改造中，有机
融入农耕文化等元素，利用街
边巷弄墙绘展现农家劳作场

景，传递文明风尚。
横跨于长塘河之上的保安

桥，苍古斑驳，与岸边新建的观
景亭浑然一体。定塘精心保护
留住老树、古桥、历史建筑等一
切乡愁，让居民既拥有现代化
的生活，又留存历史的脉脉温
情。

围绕梦幻水乡特点，推进
长塘河滨水景观工程，建设亲
水漫步道、生态河岸、绿化景
观、夜景小品等项目……

庭前红花绿叶衬，粉墙碧
瓦青山依。如今，漫步在定塘
镇，会有种时间定格的错觉，一
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意蕴让
人沉醉。

精细组织袁 构建文明新
气象

小城镇“三分建，七分管”，
只有实现群众自治和制度化常
态化管理，才能实现良性循坏。

在整治工作中，定塘诸多
项目从提供比选方案、一起参
与建设到倾听反馈意见，充分
尊重民意，引导群众共建共享。
如在推进民房立面改造时，镇
里广泛征求沿街商、住户的意
见建议，最终改造效果得到群

众的一致认可。
定塘把整治提升与美丽庭

院、垃圾分类等工作结合起来，
发动乡村干部和村民，利用旧
砖旧瓦旧材料，打造小微景点，
扮靓背街小巷，推动整治工作
的精致化和长效化。

坚持精致管理，从突击整
治向常态化管理转变。该镇进
一步充实城管执法力量，实行
准军事化管理，提高综合执法
效能。

健全政府监管和社会参与
机制。定塘在镇区 9 条主要街
道均实行“路长制”，建立镇机
关科室联片包干制度，形成全
覆盖的责任体系和监管体系。
同时创新环卫管理体制，通过
市场化运作方式实现道路精细
化保洁。

为营造全民共建氛围，该
镇还依托党员志愿者队伍和环
境卫生义务监督队，在兴定路、
华塘路、元亨路设立商铺临时
党支部，定期开展交通劝导、环
境整治、日常巡逻等志愿者活
动。

一窗佳景田园画，满目山
水乡愁诗。定塘，一个有记忆、
有文化、有故事的诗画田园小
镇呼之欲出。

梦幻水乡忆乡愁 秀丽田园入画来
要要要定塘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纪实

记 者 胡 凯
通讯员 吴冉燕

本报讯 近日，东陈乡
食安办联合丹西市场监管
所，对辖区内重点区域、重
点环节的食品生产经营户
开展节前食品安全联合检

查，进一步强化经营者的
食品安全责任意识，确保
辖区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检查组一行实地检查
了沙岗菜市场、食品经营
超市及周边餐饮单位，对
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
证是否齐全，环境卫生是

否达标，餐饮店卫生许可证
持有情况，卫生消毒设施及
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食品
生产日期及索证索票等方
面进行全面检查，并现场设
摊，进行食品安全快速定性
抽样检测。

图为检查现场遥

东陈乡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记者 陈柳伊 通讯员 郑芳芳

本报讯 近日，新桥镇卫生
院组织全体医务人员集中学习
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进一步推
动十九大报告在全体干部职工
中入心入脑，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的常态化。

报告会以“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为主题，通过 PPT的形

式，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紧扣党
的十九大报告，围绕十九大的主
题和主要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过去五年
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各个方
面，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全
面深刻的阐述，并下发学习内容
和新党章，让党员讲个人心得体
会，院领导讲党课。

新桥镇卫生院
组织学习十九大精神报告会

顾品的“柑甜”人生

特约记者 陈斌国

本报讯 近日，丹东街道桥
头胡村西头主路边，村民正在修
砌波浪形矮围墙，墙面镶嵌小鹅
卵石，两旁六七米宽栽上樟树、
桂花等，形成一条百米长的沿路
绿化带。

村主任胡金宝指着西边南
大河岸天安路景观带介绍：村口
绿化带连接公路景观带，增加村
民休闲新去处。天热时，每晚有
上百人出村散步游玩。

桥头胡是个有着 500多年
历史的古村落。近年来，该村在
政府部门支持下，开展环境大整
治，清理南首环村路边 10几座
搭棚租房，投资建成 6栋老年公

寓平房，现已入住 48位古稀老
人。扩建 1500平方米停车场，建
造两座小公园。拆除村内 50多
户“一户多宅”破旧屋，打通 10
余条弄堂支巷。疏浚村东首三处
老南大河段，长约 700米，水下
养鱼，水面育荷，岸边植树；动员
家家绿化美化，创建美丽庭院。
同时完善卫生保洁制度，推行垃
圾分类，村容村貌大为改观。

去年新班子接任，着力提升
村庄环境质量。除了修筑西出口
景观道路外，还在东首中段河西
岸拓宽道路，沿河竖筑 240米
长的青石栏杆，外沿吊挂各式花
盆；维护东出口主路边临河小凉
亭，铺设路面石板，修复青石横
坐凳等，进村道路焕然一新。

桥头胡村扮靓进村道
打造美丽新家园

象山电大 2018春季招生信息
获取本科文凭，象山电大是您最佳选择。

一、国家开放大学（中央电大开放教育）招生
宁波电大象山分校为适应象山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2018年春季

继续进行国家开放大学本、专科招生。
招收对象：具有专科或专科以上学历者可报读本科；具有高中、职高、中专、

技校以上学历者可报读专科。学校采用业余学习、面授辅导与在线学习相结合
的教学形式，方便在职学习，欢迎报读本校。参加电大入学测试即可入学，完成
学业后颁发国家正规本、专科学历文凭。

招生专业：
开放本科：法学、会计学、行政管理、土木工程 、汉语言文学、学前教育、小

学教育、工商管理﹡、金融学﹡、计算机﹡ 、社会工作﹡。
开放专科：行政管理、会计、工商企业管理、建筑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学前

教育、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汽车运用与维修、模具设计
与制造、护理﹡、物流管理﹡、法律事务﹡、国际经济与贸易﹡。
（备注：打有“﹡”专业实行宁波电大小专业联动招生）
报名须知：报名时间须交验本人学历证书、身份证原件，并交复印件各 2

份，1寸免冠近照 3张。
二、奥鹏教育招生信息
招生层次：高起专、专升本
招生院校及专业：
大连理工大学（学习时间二年）
建筑工程管理、水利水电工程、物流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工程管理、土木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工商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计算机应用技术、公共事务管理、道路桥梁工程、工商企业管理等
东北师范大学（学习时间二年）
专科：汉语、应用英语、学前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律事务、会计、小学教

育、美术教育、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本科：法学、美术学、汉语言文学、行政管理、心理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中国医科大学（学习时间二年半）
护理、护理学、药学
报名手续：持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二份，2寸同版蓝底彩

色免冠近照二张报名。
三、象山电大 2018年成人高等教育招生简章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大专）招生专业
文经类：会计、经济信息管理、学前教育、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经

济与贸易、物流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
理工类：建筑工程管理、机电安装工程。
学习年限与学历
1.年限：高考录取注册入学后学习时间为：文经类二年半，理工类三年。
2.学历：符合毕业要求的，由宁波广播电视大学颁发高等教育学历毕业证

书，毕业证书由教育部电子注册，学历国家承认、国内外通用。
学习形式：业余学习，面授辅导与自学（在线学习）相结合。
学习费用：学费：文经类 2970元/年，理工类 3300元/年；代管费：按实结算。

学习费用分三次收取（每年春季）。

报名考试：考生报名后由我校统一进行网上信息输入、确认和志愿填报（考
生委托）。2018年 10月中旬参加成人高考（语、数、英各 150分，总分 450分），
录取后注册入学。上线率高，录取率高。

宁波电大象山分校 2018年成人高考复习班招生信息
为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顺利通过成人高考，我校将开办 2017年成人高考

复习班，免费为考生进行考前复习指导。
报名对象：凡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毕业文化程度或具有同等学历者

（包括高二、高三在校生），年龄 18周岁者均可报考。
复习科目：语文、数学、英语（提供成人高考复习用书）
开课时间：2018年 9月上旬至 10月上旬。
报名须知：报名时须填写报名登记表，交 1寸免冠近照 3张，身份证及毕业

证书各 1份，成人高考报名费 110元，教材资料费按实收取（100元左右）。同时
进行电子摄像（准考证用）。

四、奖学奖招举措：
1.设立中央电大奖学金、外来务工人员励志奖学金，

符合条件者均可申请。
2.电大专科学员续读开放教育本科，学校给予一次

性减免 500元学费。
3.电大在读学员（含奥鹏、网校及成教）介绍新学员

就读，学校给予减免部分学分费用（奖学奖招举措，以本
招生简章为准）。

详情来校咨询，热线电话：0574-65766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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