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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为进一步提高防汛抢险救灾应急
实战处置能力，昨日，县人武部联合
县三防办在胡陈港水库举行了民兵水
上应急救援演练。此次实兵演练项目
包括水上救援、紧急出动、人员装备
物资点验、橡皮艇操作使用、物资运
送和转移、落水人员的救援与急救等
8个项目，胡陈、长街、力洋、跃龙
等十个乡镇（街道）共计50余人参
加了演练。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林丹晨 葛家彤 摄）

本报讯 （记者 周韵健 通
讯员 赵士超） 记者昨日从县交
通局获悉，同三高速宁海互通至浙
江沿海高速蛇蟠互通连接线宁海
段公路（南门至下陈段）地下通道
开建，预计 10月份完成主体工程，
年底全部完工。

据了解，地下通道位于枫槎岭
三期和城逐线两个项目起点交汇
处。地下通道的西南角为规划中
的汽车南站，西北角为已建成的美
食广场，东北角为在建的溪南人防

工程。地下通道按“工”字型建设，
主通道东西走向，两个副通道南北
走向。地下通道净高 2.8米，主通
道净宽 8米，副通道净宽 6米，在平
交口的四个角均设入口处，每个入
口处都设置行人出入自动扶梯。
通道内设置照明、通风和消防等系
统，在东北角处设置通道与溪南人
防工程相连。

县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
建成后，将有效解决行人过街难问
题，保障人车安全，提升城市形象。

城区南大门将添地下通道

民兵演练
水上应急救援

记者 胡琦 通讯员 胡青倩

人人都制造垃圾，人人又都讨厌
垃圾。而他，每天却要身处垃圾的

“包围”之中。“这样的工作总得有人
干。”已经和垃圾打了30年交道的垃
圾填埋场场长宋鑫云，说到自己的工
作，十分坦然。每天天蒙蒙亮，当许
多人还沉睡在梦中的时候，这里已是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一辆辆垃圾车
川流不息地进出生活垃圾填理场。
他和同事的工作就是将送来的垃圾
进行推平、压实……正是有了他们的
坚守，我们的城市才变得如此整洁美
丽。

青春不惧偏见 扎根环卫事业

“我是同批中最年轻的员工。环
卫工人因为成天跟垃圾打交道被人
看不起，所以年轻人非常少。”宋鑫云
回忆道。出生于 1965年的宋鑫云，
22岁就进入当时的环卫所工作。同

一批新员工中，其他三人都四五十岁
了，唯独宋鑫云是二十多岁的小伙
子。每天五六点上街，到城区十多个
垃圾堆放点挑垃圾，再把垃圾装上清
运车，直到下班，这就是宋鑫云的工
作内容。在从事这份工作之前，宋鑫
云还做过木工、电工等，但这份每天
沾满垃圾臭味的工作，他却从没有叫
过一声苦。比起臭熏熏的挑垃圾工
作，让当时的宋鑫云在意的，是被朋
友或者其他人看不起，以及工作中被
熟人指指点点。但父母却很支持他，
认为环卫工作也是一份为人民服务
的好工作。家人的鼓励让宋鑫云不
再顾及他人异样的眼光，全身心地投
入到这份工作中。

挑垃圾三年后，宋鑫云开起了清
运车。因为工作表现突出，1997年，
宋鑫云调任城东所所长。从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开始，宁海城区开始快速
发展，城区的环卫保洁工作量逐年上
升，环卫工人数量也逐渐增加。城东
片的环卫工人老陈至今还记得，每当

宋鑫云在检查保洁区卫生时，看到环
卫工人保洁不到位的，他都会先拿起
他们的扫把，把自己认为不干净的区
域扫一遍，让他们自己认识到保洁中
的问题，因而环卫工人对他都很服
气。

以身作则吃苦 始终冲在一线

1999年，县垃圾填埋场开始建
设并投入使用，宋鑫云也在此时担
任场长。在填埋场刚投入运行的日
子里，临时办公场所就在垃圾填埋
区附近的铁皮棚里，一出棚屋，发
酵垃圾散发的臭味就扑面而来。宋
鑫云和挥汗劳作的同事们一起，冲
在一线组织协调各项工作，把新投
用的垃圾填埋场的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填埋场有推土机、铲车、挖机
共同作业，由于垃圾腐蚀会造成车
辆故障，对于开过车的宋鑫云来
说，他都会先自行开展检修。日常
检修就在填埋场附近进行，一边忍

受填埋场恶臭，一边还要全神贯注
地找故障。

“简直是个拼命三郎。”宋鑫云
的忘我精神，在填埋场副场长滕传
彪的印象中很深刻，“填埋区域设置
有泄洪沟，用于将垃圾渗滤液传输
至污水处理厂，每次管道堵塞，老
宋都会自告奋勇地下管道清淤。”原
来，每当雨季时，山体冲刷下来的
树叶、石子等会堵塞管道，垃圾渗
滤液就会流到别处，如果任其扩散
就容易引发二次污染，必须及时疏
通泄洪沟。这种泄洪沟看似平常不
过，但内部却因垃圾渗滤液缘故充
斥着大量沼气，正常疏通需耗时半
个小时，普通人若是进入，严重的
会有生命危险。而宋鑫云不放心让
其他人去冒险，每次都是自己进去
清淤。虽然戴着防毒口罩，而且在
腰上系一根麻绳，防止意外，但每
次走出管道，宋鑫云都会因为管道
内沼气的刺激，不停地流泪。

（下转第2版）

这样的工作总得有人干
——记县综合执法局环卫处垃圾填埋场场长宋鑫云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卓佳
洋 通讯员 陈康 李昱） 5月
25日下午，岔路、前童片区市派农
村指导员和第三协作区县派农村指
导员齐聚岔路镇湖头村，开展交流
活动。农指员们参观了葛洪纪念
馆、葛洪文化广场和湖头村文化礼
堂，了解湖头村的文化和乡风文明
创建工作，并进行了深入探讨。

今年我县共有市派农村指导员

38名、县派农村指导员 75名、农
村金融指导员 119名、“第一书记”
56名。农指员工作已如火如荼地开
展，此前，第一协作区农指员也召
开了片组交流会议。

我县农村指导员工作一直走在
全市前列，他们为了美丽乡村的建
设精心谋划、精准施策、精细实
施，全力帮助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和
农民增收工作，在平时还充当“老

娘舅”，协调村民之间、村民及村
委之间的矛盾，起到了催化剂、润
滑剂的作用。今年恰逢村党组织和
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在此次交流
活动中，不少新上任的农指员表
示，他们全程参与了换届选举，并
借此机会，进村入户，排摸情况，
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少农指员所在的村，村党组织和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都是一次性选举

成功。
随着“大脚板走一线，小分队

破难题”助推“五优并进”专项行
动的展开，农指员们将化身为一支
支小分队，按照一村一策的要求，
因地制宜，制定实施精准有效的措
施，努力使村庄美起来、帮助农民
富起来。同时，我县率先成立“农
指员之家”，更好地为全县农指员
搭好平台、搞好协调、做好服务。

让村庄美起来 帮村民富起来

农村指导员助力美丽新农村建设

本报讯 （记者 潘旭婷 通
讯员 王珍珍） 5月26日晚，强蛟
镇上蒲村异常热闹，“建功十三五
助力新国优”暨纪念计生协会第19
个“5· 29会员活动日”颁奖晚会在
这里举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县计生协会会长赵秀萍参加。

近年来，县计生协会坚持服务
于科学发展、服务于社会和谐稳定、
服务于计划生育群众“三个服务”的
工作定位，以加强基层协会组织建
设为切入点，发挥自身优势，创新活
动形式，拓展服务内容，增强发展活
力，深入开展宣传倡导活动、生育关

怀行动、基层群众自治等工作，取得
了明显成效。

今年是我县“健康宁海”建设推
进年，也是新一轮计划生育优质服
务先进单位创建年。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新要求，县计生协会将紧紧
围绕人口计生工作转型发展，积极
融入社会发展全局和改革发展稳定
大局，增强工作使命意识，承担起服
务群众和计划生育家庭的历史使
命，为推动幸福家庭建设、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晚会上，还为当天参加计生知
识竞赛的获奖代表队颁奖。

建功十三五 助力新国优

我县举行纪念计生协会第19个
“5·29会员活动日”颁奖晚会

本报讯 （记者 王方） 昨
日，拥有华东最佳温泉的深甽镇新添
一家“深甽农特产展示展销中心”，该
镇特产猕猴桃、茶叶、笋及登山杖等
360多种旅游商品吸引了大批游客。

依托温泉资源和望海茶产地、中
国登山杖之乡等旅游要素，深甽镇正
在打造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带动
深甽农特产搭上旅游直通车，由镇政
府搭建平台、宁海深甽农旅商贸有限
公司经营的“深甽农特产展示展销中

心”登台亮相。该中心采取“生产基
地+检测中心+展示平台”三位一体
的联动模式，可统筹该镇30%的笋产
品、60%的水果、50%的茶叶。中心除
300平方米展区和冷库外，另辟有游
客茶室，供游客品尝、休憩。

该中心老总是省、市人大代表裘
银芳。她虽退休，但为“三农”搭平台、
助致富雄心不老，继去年开设宁海县
农副产品展示展销中心之后，又在深
甽新开了这家旅游商品集散中心。

生产基地+检测中心+展示平台

深甽农特产搭上旅游直通车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通
讯 员 林 保 国 刘 琼 琼） 近
日，深圳市“花样盛年慈善基金
会”分别与县慈善总会、县慈善
总会越溪分会签署了一份公益项
目合作协议书，基金会发起人、
深圳市赢家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灵梅决定捐赠 50万元，分五年
资助家乡的贫困在校大学生和孤
儿顺利完成学业，成就人生梦想。

据悉，陈灵梅是土生土长的
越溪人，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
防系统六机部杭州船舶工业学
校。毕业后，经过几十年的风雨

拼搏，她成立了深圳市赢家服饰
有限公司。2007年，陈灵梅被评
为中国经济十大创新人物和中国
改革开放 30 年百名女性新闻人
物，2008年被评为深圳市十大杰
出女企业家，2009年评为中国十
大品牌女性。作为一名女企业
家，陈灵梅对社会展现出她独特
的人文关怀，以个人名义发起

“花样盛年慈善基金会”，以博爱
的胸怀去帮助社会弱势群体。

喝水不忘挖井人。陈灵梅在
外从未忘记过家乡，曾为越溪蛟
头自然村的村庄道路建设和环境
整治建设捐资 200余万元。“致富
思源，富而思进，是家乡养育了
我，我一定要为社会、为家乡做
点有益的事，多帮助那些需要帮
助的人。”陈灵梅表示。

爱心点燃希望

企业家情系家乡捐资助学50万元

本报讯 （记者 曹维燕 通
讯员 仇丹娅） 日前，从省农业
厅传来好消息，我县成功创建省级
柑桔产业示范性全产业链，为宁波
市第二条省级柑桔全产业链。该
产业链通过“引进培育优良品种、
打造无公害产品基地、扩充仓储冷
藏容积、培育精深加工企业”，实现
柑桔产业“从一粒种子到一罐罐
头”全覆盖，提升柑桔产品附加值。

近年来，我县深入挖掘柑桔的
特性，通过引入“宫川”、“大丰”等品
种并嫁接，成功培育省林木良种“由
良”，改良品种结构；契合“现代农业

园区”发展大棚和节水农业，改善生
产基地设施；以“奖代补贴”激励培
育 3家省级柑桔农业龙头企业，提
升柑桔产品附加值。截至目前，全
县柑桔基地通过无公害产品认证8
个，绿色食品柑桔产地1个，柑桔总
认证面积2.06万亩，已建成加工仓
储面积2.5万平方米，冷藏保鲜容积
2万吨，大型精选包装生产线 3条。
原料加工比达 70%以上，加工产值
比超过 2:1,年加工出口柑桔罐头 4
万吨以上，为浙江省柑桔加工出口
第一大县，出口“陈皮”占领日本市
场70%以上。

小桔子串起大产业

我县成功创建省级柑桔产业示范性全产业链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通讯
员 周如歆) 昨日，浙江·一市第
十届“宁海白”枇杷节举行开园
仪式，县政协副主席华祥平出席。

本届“宁海白”枇杷节自5月1
日至6月5日，以“依山见海 果珍
景喜”为主线贯穿整个活动。期
间，品“宁海白”、尝一市馏、单车环
一市港海塘慢游、“宁海白”农电商
推销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吸引了不
少市民前来观光游玩。开园仪式
上，举行了四级劳模助推一市剿灭
Ⅴ类水授牌仪式，来自浙江音乐学
院的学生还现场为大家送上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

多年来，一市镇依托富饶的生
态资源优势，以专业合作社为依
托，立足枇杷产业发展实际，破解
品质难关、销售难关、增收难关，多
措并举打通农民增收的“最后一公
里”，努力架起农民增收致富的“金
桥”。连续九届枇杷节的成功举
办，不仅宣传和展示了一市镇乡村
旅游的风采，也丰富了我县的旅游
线路，为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休闲
旅游产品。本届“宁海白”枇杷节
的举办，除了进一步展示特色农产
品“宁海白”枇杷，也以特有的农家
乐景观、朴实的风土人情，全面提
升一市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依山见海 果珍景喜

第十届“宁海白”枇杷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