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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潘旭婷

“哎呀呀，我就缚把扫帚，你
们怎么有那么多人来拍啦。”3月
15日，家住深甽镇赤岙村的俞来
球老人像往常一样坐在自家道地
里，剔着竹丝，准备缚扫帚。看到
我们拿着相机对着她“咔嚓、咔
嚓”，很是不好意思。

今年 94岁的俞来球老人，缚
起扫帚来一点都不马虎。拿着竹
梢子，剔下竹丝，然后又将竹丝一
小捆一小捆绑起来备用，等材料准
备得差不多的时候又回屋拿来一把
斧头，坐在长凳上，将斧头踩在脚
下。只见斧头的长柄上缠绕着几圈
布条，老人将斧头上留出的长布条
在竹棍上猛扎了几圈，接着再放一
把捆绑好的竹丝，然后再猛扎布
条。正当我们感到费解时，一旁的
邻居解释说，老人是用斧头来借力
呢，这样才能把扫帚绑得紧。就这
样不到半小时一把扫帚就成型了。
正当我们以为完工时，老人又拿起
镰刀，将那些特别长的竹丝修去，
然后又拿着几块毛竹“撑”将竹丝
固定好。这样一把扫帚一般能卖到
15元，而老人缚的扫帚基本上都
被附近的企业“抢”走了。

“材料准备好，缚起来还是快
的。现在老了，竹山爬不上去，竹
梢子没有，所以缚扫帚也是有干没
干的。”就院子里的那几根竹梢子
也是她央着孙子砍下来，给她解解
闷。“他们都觉得我老了，不让我

缚。不缚扫帚，真的没地方去。”
老人不免跟我们“告起了状”。

走过近一个世纪的老人，一直
就没走出过大山，她说去得最远的
地方可能就是西店了。那个时候是
为了卖扫帚，每天天没亮就起床，
担着扫帚一路走到西店，渴了就到
别人家里讨点水，饿了就咬几口自
己带的干粮，等卖完最后一把扫帚
回家时天都黑了。“幸好孩子们都
还懂事的，每次总会烧好晚饭在家
等我回来。”回忆起这些，老人眼
眸中闪现出一种母亲特有的光彩。

临近中午，老人家的大半个道
地都被阳光浸润着。抬头是满目苍
翠，郁郁葱葱，成片的竹山将这小
山村营造得更加静谧，只有风吹
过，才有一阵“沙沙沙”的响声。
看着老人熟练地或缚，或剔，或
削，听着尘封在岁月里的故事，时
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老人八岁
就过门当童养媳，一直过着苦日
子。“以前都是为一日三餐忙，每
天忙得团团转，饭还吃不饱。”老
人一共有7个子女，在她还是壮年
时丈夫便撒手人寰，当时最小的孩
子才 5岁。“白天忙田里的活，晚
上舍不得点灯就摸黑缚扫帚，孩子
们就给我打下手，一个晚上能缚好
几把。”清苦的生活，让这个女子
变得像大山一样坚毅。“最苦的日
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享福的时
候，孩子们都非常孝顺，政府还会
给我们发‘工资’，换作以前，真
是想都不敢想。”

山村的四季总是最分明的，绿
是那成片的绿，红是那满目的红。
闭目深吸一口气，那清润的空气直

抵心脾。老人说，现在的生活很知
足，缚着扫帚感觉自己还没那么
老，卖卖扫帚赚点小钱，总感觉自

己还有用场。

从二十几岁到九十多岁

深甽有位绑扫帚的老奶奶

近日，县技工学校组织全体教职
工参观考察了宁波南部滨海新区。老
师们先后参观了新区规划体验馆、知
豆电动汽车研发中心、智能汽车小镇
展示馆。该校希望借助滨海新区的建
设规划里纳入的许多高精尖企业，为
日后与新区开展合作寻找更多的可
能。

（记者 陈静珠 通讯员 胡倩 摄）

走下讲台
走进新区

本报讯 （记者 方景霞 通
讯员 关耳） 朋友聚会，酒过三
巡后驾车回家，在路口等红灯时酒
劲上头呼呼大睡。日前，县法院以
危险驾驶罪判处邬某拘役两个月，
并处罚金4000元。

2016年11月11日晚上，邬某约
了几个好友在一家酒吧共度“光棍
节”，喝了四五瓶啤酒和些许白酒。
次日凌晨一点左右，聚会结束，众人
陆续准备回家，此时的邬某感觉到自
己有点喝多了，便顺手买了两瓶矿泉
水准备在车内小坐一会醒醒酒。约
莫过了一个小时，灌了一肚子水的邬
某觉得自己酒醒得差不多了，感觉凌
晨这个时间点应该不会查酒驾，便抱
着侥幸心理晃晃悠悠地开车上路了。

行至半路刚巧遇上了红灯，有
些犯困的邬某便想趁着等红灯的空
隙眯会眼，没想到迷迷糊糊直接睡

了过去。信号灯红了绿，绿了红，
邬某的小车却一直停在路口。巡逻
民警发现这辆奇怪的小车后，走过
去一看竟发现驾驶员正趴在方向盘
上呼呼大睡，便开始敲窗。此时的
邬某却睡意正酣，民警敲了好几分
钟，其才悠悠醒转。一拉开车门，
巡逻民警便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
气，便将其带至医院抽取血样。后
经司法鉴定，邬某血液中酒精浓度
为 200mg/100ml，已达到醉酒后驾
驶机动车的标准。

法官提醒，酒后开车容易出现
意识不清、困倦等情况，极易引发
交通事故。另外，喝过酒后的几个
小时，血液酒精含量仍可能达到酒
驾甚至醉驾标准，司机朋友切勿存
侥幸心理上路。

心真大！

醉驾司机等红灯时呼呼大睡

日前，回浦小学举行小武术社团成立仪式。近期，回浦小学启动了“书卷回
浦，多彩回浦”校园文化创建工作，以打造“小作家”、“小武术”、“小书画”、
“小作坊”、“小提琴”等五小特色校园文化为抓手，力争全面实现校园文化的跨越
式发展。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陈兴和 摄）

练好“童子功”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卓佳
洋 通讯员 徐铭怿） 3月19日
上午，第六届宁波油菜花节暨第
十四届宁海桑洲品茶节隆重开
幕。现场还举行了江南 100“悟·
花”宁海桑洲越野赛和“无我茶
会”品鉴活动，吸引了万千游客
来赏菜花、品早茶、走古道。

从屿南山岗上望去，油菜花
竞相开放，金黄色的梯田层层叠
叠，令人陶醉。尽管烟雨蒙蒙，
但游客们兴致不减。“这里空气
好，跑跑步、赏赏花、喝喝茶，
能让人放松下来，享受生活。”从
宁波赶来的游客张欢表示，十几
年前他曾经来过桑洲，这次来他
深刻感到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

村庄更美丽了，基础设施也完善
了。他带了 15个同好一起来参加
活动，大伙都说下次还要再来游
玩。

近几年，桑洲镇以“一张蓝图
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将生态优
势与镇域发展相结合，不断培育壮
大旅游产业。特别是去年以来，桑
洲镇提出“四季花海”理念，以千
亩茶园、广袤蓝天为背景，以万亩
梯田为主色，让游客们走千年古
道，住特色民宿，品小吃清茶，赏
蓝天花海，构筑起“山谷经济
带”。既满足了广大游客体验乡村
生活的需求，又拉动了乡镇经济发
展，为乡村旅游增添了一道亮丽风
景线。

赏梯田菜花 品望海早茶 走千年古道

第六届宁波油菜花节暨第十四届
宁海桑洲品茶节隆重开幕

【百姓故事】

绿色环保是这个时代不变的主题与目标，身为小
小主力军的你是否愿意争当绿色小使者，为交通拥堵
治理、营造更好的生活、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呢？
为鼓励青少年参加公益活动，争做爱绿护绿、低碳出
行的宣传志愿者、实践者、监督者，以微行动不断传
递正能量，以微力量影响更多的人，更好地迎接第45
个“六·五”世界环境日，特举办宁海县“十佳绿色
小使者”评选暨绿色环保袋现场绘画活动。

一、“十佳”评选、环保袋现场绘画参赛对象：
全县中小学在校学生。

二、活动主题：
以“绿色·责任·未来”为主题，旨在树立青少

年低碳环保交通理念，加强青少年绿色生态道德教
育，培养青少年良好的出行行为规范，号召青少年从
自己做起，并通过“小手牵大手”的辐射作用，带动
身边的家长、亲朋好友，倡导和践行绿色出行、文明
出行，实现节能减排、治堵保畅、空气净化，共同营
造天蓝水清山绿的生态家园。

三、组织机构
主办：宁海县环保局 宁海县住建局
协办：宁海县教育局

承办：宁波广电网
媒体支持：宁波电视台、宁波晚报 《宁波少

年》、宁海县新闻中心、宁海县广播电视台
四、“十佳”评选条件：
1、热爱家乡，热爱集体，具有较强的社会公

德、环境保护意识和有效参与能力。
2、对交通现状有较强的认识，对改善交通拥

堵、践行低碳出行改善生活、生态环境有一定的要求
和想法，并能从自己做起，起到示范作用。

3、策划各类环保行动，思维敏捷，勇于实践，
动手能力强，在同学当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4、积极参与社区、学校、家庭绿色创建和环保
活动，表现活跃，事迹突出。

5、积极参与宣传绿色环保知识，对破坏环境的
不文明行为能带头监督劝阻。

五、绘画作品要求及说明：
1、要围绕活动主题，以身边和生活中的景、

物、人、事为题材进行环保袋绘画创作，以小见大诠
释文明、环保、低碳出行的核心理念，反映出交通更
通畅、环境更美好的宁海生态环保建设之新风尚、新
成果，画出宁海交通通畅、绿色环保，追求和谐发展

的宜居梦。
2、作品限彩笔画，参赛者自带彩笔，主办单位

提供环保袋并现场作画。
3、环保袋绘画作品一经提交，主办方或经主办

方授权享有使用权，不再支付稿酬。
六、评选规则与活动安排：
1、“十佳”评选，由各学校推荐和自荐的方式

（附个人事迹介绍，要求重点突出、内容真实、文字
精炼，600字以内）。经主办方审核后，初选出 30名

“绿色小使者”候选人，通过演讲、朗诵、情景剧表
演、快板等形式诠释心中的低碳生活、绿色出行理
念，时间 3—5分钟，选出 15名入围者进入决赛，决
赛采取专家投票+公众投票，最终选出“宁海县十佳
绿色小使者”和五名“绿色小使者”提名奖。

2、绘画作品评选：
环保袋现场作画，注重构思，体现主题，作品由

专业评委评出。
3.报名方式和时间：
报名方式：报名以学校为单位，统一上报教育局

基教科王老师，电话：65259762
报名时间：2017 年 3 月 20 日——2017 年 4 月 10

日，预、决赛时间另定。
4、6月 1日，主办方将在潘天寿广场举行“绿色

生活 低碳环保，让我们一起绿色出行”百名学生现
场签名活动。同时，对“宁海县十佳绿色小使者”获
得者、五名提名奖获得者、绘画获奖作品进行颁奖。

七、奖项设置：
1、“宁海县十佳绿色小使者”获得者和提名奖

获得者，分别奖励价值 800元购书卡、价值 500元购
书卡。

2、绿色环保袋绘画创作，具体奖项设置：
一等奖：2名，奖金价值500元购书卡
二等奖：5名，奖金价值300元购书卡
三等奖：8名，奖金价值200元购书卡
优胜奖：20名，奖金价值50元购书卡

宁海县环保局
宁海县住建局
宁海县教育局

2017年3月20日

关于举办宁海县“十佳绿色小使者”评选暨绿色环保袋现场绘画活动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