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章莉

都说一市的馏味鲜美，口感好，吃
了东家的还想吃西家的，其中又以东
岙村的馏最为知名。

昨天，尽管下着雨，但浇灭不了
大伙儿对美食的热情。古街小道上，
几乎家家都点起灶火，摆上大锅，准
备将满满的食材放进锅中。馏的配
料十分丰富，有猪肉、冬笋、墨鱼干、
牡蛎、香干、虾皮等，配料切成细丁，
蔬菜切碎。料理翻炒后，往锅里加满

水，待水烧开放上新鲜蔬菜，再将均
匀掺水的米粉倒入锅中，一边慢倒，
一边不断搅拌。待沸腾时，撒上爆炒
过的花生和葱花，倒入牡蛎，搅动几
下锅铲就可盛碗吃了，这叫“咸馏”。
不过，记者最爱吃的是一种加入苹
果、菠萝、桂圆、蜜枣和葡萄干的“甜
馏”，酸酸甜甜，口感格外好。根据一
市风俗，甜馏也是“媳妇馏”，新婚第
一年的人家都会制作甜馏，寓意着新
人甜美幸福。这不，在一户村民家
中，记者就吃到了一碗“媳妇馏”。

除了馏，同样受欢迎的还有香脆
焦嫩的麦饺筒，里面的配料也十分丰
富，下锅一煎，和着油冒出嗞嗞的声
音，香气也扑鼻而来。吃了一个想吃
第二个。来自镇海的周女士是时隔
三年再次造访东岙村，“味道还是熟
悉的味道，不过感觉更好吃了。”

即便下着雨，还有不少游客撑着
伞走街串巷，尤其是东岙溪边更是站
满了捧着碗吃馏的游客们。夜幕降
临，在灯笼和烟花的映照下，东岙村
变得更加热闹和美丽。

一种美食“热”了一个村庄
——十四夜东岙吃馏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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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HE XINWEN综合新闻

本报讯 （记 者 娄 伟
杰 通讯员 李昱） 2 月 18
日上午，近千名游客来到岔路
镇天河村，参加在该村举行的
米筒节，品尝美味的岔路特产
——米筒。岔路镇纪委也借着
举办米筒节的机会，同时举行

“新春廉洁行 白溪水常清”廉
政主题教育活动，为全镇各村
主职村干部上新春第一堂廉政
教育课。

天河村在村内设置了三个
米筒免费品尝点，岔路镇购买
了 1万余张米筒供游客免费品
尝，该村 50余户民宿的业主也

纷纷参与到米筒制作活动中
来。每个米筒品尝点都人气十
足，围满了前来游玩的游客。

上午9点半，在人流量最大
的天河公园小广场中，岔路镇
党委书记对各行政村主职干部
进行了新春廉洁讲话，并向各
村党支部书记赠送《清风故事
汇》《村务监督地图》；各村村监
会主任向村主任赠送廉政书
籍，并作廉政提醒。花堂村的
文艺表演队还为现场观众带来
了精彩的廉政文艺节目展演。
游客们一边品尝美味的米筒，
一边欣赏精彩的文艺节目，纷

纷表示这种“廉”“节”结合开展
廉政教育的形式非常好，不仅
村干部接受了廉政教育，普通
老百姓也同时接受了教育，使
得廉政教育活动的影响力达到
最大化。

岔路镇纪委书记童小能表
示：“这已经是岔路镇连续第三
年举行该项廉政教育活动了，
主要目的是在新春佳节发挥廉
政主题教育的重要作用，强化村
监会在村务监督中的重要地
位。同时，也促使广大村干部严
格按照‘36条’的规定开展工作，
做一名廉洁奉公的清白人。”

岔路镇“廉”“节”结合庆元宵

本报讯 （通讯员 吴立
高） 昨日上午 9时，强蛟镇王
石岙渔村“太平龙行会民俗文
化活动”庆典现场人头攒动，洋
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伴随着阵阵锣鼓声，数百
村民穿起节日盛装，只见威风
凛凛的仪仗队前头开道，男女
老少簇拥着一条长达 17 米的

“大龙”走上村头巷尾，一路走
村串巷，给每家每户送上新春
祝福，为乡亲们和游客送上“渔
家人”独有的特色表演。一时
间村里“龙”腾“人”跃，把元宵

的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闹元宵 抬大龙”是王石

岙渔村的传统习俗。根据该村
《王氏家谱》记载：相传在明万
历元年（1573），因王石岙村祖
先历代的忠孝、勤俭，实有孔孟
之道义，愚公移山之精神，然感
动天上玉帝，敕令文龙将军下
凡，确保王氏家族平安、团结、
和谐、五谷丰登。于是正月十
四夜，文龙将军化作一道强烈
红光从天而降，变为一条金黄
色的长龙，沉入镬井潭中，而向
邦公口吐真言。邦公一惊醒，

原来是一场梦。之后按梦制作
一条长达 17米黄龙，并列入十
都行会中，从此一代代断断续
续延续至今已逾400年。

负责主持此次活动的王石
岙村老年协会会长王先春说，
每年新春“抬大龙”不仅增添了
元宵佳节欢乐祥和的喜庆气
氛，也极大地丰富了乡亲们的
文化生活，而且象征平安祥和
的“太平龙”对村民团结与社会
和谐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希
望这种民俗文化能一代代传承
下去。

宁海湾龙腾人跃闹元宵

记者 潘璐璐 通讯员 苏敏宣

正月十三，是长街镇山头村一年
中最热闹的日子。从村口到山脚下
的乾山殿，一路张灯结彩，彩旗飘扬，
村民们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企盼着
一年中最盛大的节庆——“灯人”文
化节。

当天中午，记者来到山头村。一
路上，从长街周边乡镇聚集过来的游
人络绎不绝。到了乾山殿，殿里殿外
围满了等待“灯人”的村民。开幕式
后，几声震天响的炮仗引出一支近

300人的队伍，打头的是扛大旗、敲铜
鼓的仪仗队，后面跟着八仙桌和制作
精美的鼓亭、绚丽夺目的双龙双狮，
接着是当天的压轴主角“灯人”，一个
个粉墨登场的“灯人”在队伍里转着
圈，生旦净末丑、八仙过海、西游师
徒，应有尽有，神态各异。

到了终点西山殿，“灯人”被抬进
礼堂。只见师傅从后方将炭火盆放
进架“灯人”的木箱里，不一会儿，上
百个“灯人”就呼呼地转起圈儿来。
围观的人们见到这一幕，一下子蜂拥
上去，好奇地观察，想发现“灯人”转

动起来的奥妙。几乎所有人都拿着
手机、相机对着栩栩如生的“灯人”移
不开视线，一边选取拍摄角度，一边
啧啧称赞：太妙了，真的是太妙了！

看着大家对“灯人”的喜爱，非遗
继承人王开文倍感欣慰。他告诉记
者，“灯人”在山头村有 500年的历史
了，“灯人”谐音“丁人”，既寄予了老
百姓添丁送福的美好祝愿，也祈愿当
小小的“灯人”转动起来时，能带来更
多游人，带动村庄发展，富裕一方百
姓，兴旺发达，生生不息。

“灯人”游山头
——长街“灯人”文化节侧记

本报讯 （记 者 周 韵
健 通讯员 孙飒） 一年一
度的前童元宵行会来临，连日
来，县公管所针对客流量大、车
辆多等特点，提前部署，加强监
管，科学安排运力，确保游客运
输安全有序。

据悉，县公管所根据往年
经验，预计高峰期集中在晚上7
时至9时及行会结束，期间客流
压力较大。灯会期间，该部门
安排三队执法人员，疏堵结合，

确保乘客安全。两组人员维持
好客运车辆临时停车场的乘车
秩序，引导乘客乘坐正规车辆，
清点上车乘客人数，防止超载，
确保源头安全；另一组人员加
强路面巡查，严厉打击“黑车”
等违法经营行为，坚决不给“黑
车”可乘之机。

期间，前童慧盈公交公司
的 14辆公交车保持运营状态，
并储备远达公交公司 4至 6辆
公交车及县公交公司 6辆车作

为机动运力。届时，县公管所
值勤人员会根据客流量情况进
行及时调配。游客可从南门首
末站、西站乘坐去往前童的公
交车，在前童游览结束的游客
可在前童官地临时停车场和前
童泰达公司门口临时停车场乘
坐公交车返回宁海。预计游客
从宁海城区去往前童的高峰期
将在傍晚 6点至 7点半，从前童
返回宁海城区的高峰期将在晚
上9点至10点半。

县公管所全力护航前童元宵行会

本报讯 （记 者 卓 佳
洋 通讯员 章亚丽） 近日，
越溪乡梅枝田村田氏家庙内热
闹非凡，梅枝田村村民们齐聚
一堂，举办了 2019年大学生奖
学礼暨欢庆元宵文艺晚会。

梅枝田村自古以“耕读传
家、厚德笃学”为祖训，以劳作
富足家庭，以学习富足精神。
曾经，村中梅里书院的楹联上
写着：“积德不倾择交不败，读
书不贱守田不畿”、“绵世泽莫

如积德，振家声还是读书”，都
是教育学子要努力读书，方能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清
末民初时，为鼓励学子，梅枝田
的族长定下奖学规矩，凡是小
学毕业的人家，在清明节可分
到二两猪肉，十二块清明麻糍，
奖学传统延续至今。此次梅枝
田村的奖学礼上，村里今年考
入重点大学的3名学生，分别得
到了村委会发放的1000元奖学
金。“激励优秀学子是我村的优

良传统，鼓励他们学业更上一
层楼，同时也希望借此勉励村
中学子，刻苦勤学，再创辉煌。”
村书记田启尧说。

奖学礼后，热热闹闹的元
宵文艺晚会拉开了帷幕。热情
奔放的舞蹈、婉转优美的越剧、
幽默诙谐的小品、激昂动听的
歌曲等，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晚会在欢乐的气氛里圆满结
束。

越溪梅枝田村举办奖学礼暨元宵晚会

记者 潘璐璐 通讯员 吴妲桦

正月十四的冠庄，大雨如注。冠
庄独有的庆元宵方式船灯巡游，不负
村民的期待，冒雨开展。“本来挺担心
的，怕没人来，场面会冷清，没想到大
家还是有这份心。”跟在巡游队伍旁，
船灯继承人潘自强一边抹着脸上的
雨水一边笑着对记者说。

冠庄十四游船灯的习俗至今有
200 多年了，沉寂多年后于近年恢
复。重新点亮的船灯，不管是从外观
上还是工艺上都有了新的突破。每
当正月十四，巡游队伍的长号声响

起，冠庄片的村民们就会聚拢来，随
着船灯走街串巷，看表演闹元宵。今
年，巡游有了一些改变，乐器阵容更
强了，人员编排作了调整，巡游时间
从原本仅晚上一场，增加为中午和晚
上各一场。

当天午后，巡游队伍从船灯基地
出发，沿着冠庄中心街一路往都总庙
前进。最先露面的是仪仗队，几面彩
旗鲜艳夺目，精致的刺绣狮子和凤凰
围绕四周，中间是一个金底黑字的

“船”。后面跟着长号队，朝天一齐吹
响时，所到之处的行人、住户全都停
下手中的活，探着身子看。花灯队、

腰鼓队由当地妇女组成，大家卖力演
奏着，为巡游造势。最后是四台船
灯，龙凤两对，一人抬，两人游，配合
十分默契。巡游路上，细细密密的雨
不停地下着，却不断有路人加入到队
伍中来。当队伍走至宁海火车站时，
赶路的人们也被绚丽的船灯吸引，停
下脚步记录这一画面。

随后，船灯还巡游到了雅致岙
村、上洋村和建设村。一圈打下来，
抬船的潘银全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
是汗水。他告诉记者，这一场下来是
挺累的，但大家看得热闹看得开心，
就有意义了。

今年元夕时，人与灯依旧
——冠庄元宵船灯巡游侧记

元宵文化创意集市分外热闹
2月18日下午，由跃龙街道、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文化创意集市元宵专场活动在东方艺术博物

馆举行。做兔灯、猜灯谜，吃汤包、编制中国结……活动现场分外热闹，前来赶集的居民络绎不绝，喜庆元宵
佳节，共同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华建平 叶佳 摄）

（紧接第1版）同时要坚信“有投入才
有产出，有付出才有回报”，舍得在创
新上下血本，肯于在服务上用真功，
打造环环相扣、链链相接的最优创新
生态链。

大干实干，争先进位，必须牢固
树立服务意识。越是竞争激烈、越是
任务艰巨，越需要比拼服务，好的服
务就是发展的核心意志力。省市先
后作出“三服务”“三联三促”工作部
署，我县在这方面走在省市前列。继
去年下半年开展“五问五帮”企业服
务季后，今年又启动“新春服务月”，
县四套班子领导带头，春节无休开展

“开年三服务、联心政企民、共创开门
红”系列活动，以“服务月”开启“奋进
年”，得到了省市媒体和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我们要以“五多五少”为

要求，打造“三服务”标杆县。“多一些
主动上门、少一些坐等登门；多一些
绣花功夫、少一些花拳绣腿；多一些
齐整合拍、少一些冷热不均；多一些
细水长流、少一些疾风骤雨；多一些
群众评判、少一些自说自话”，努力做
到精准服务。

大干实干，争先进位，必须要有
一种担当胆魄。不论是领导干部、普
通干部，还是村（社）干部，都要有重
任在肩、使命在身的责任意识，夙兴
夜寐、只争朝夕的工作干劲，当仁不
让、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争当百舸
争流的奋楫者、千帆竞发的勇进者，
用担当开辟发展新境界，用实干铸就
发展新业绩，把敢担当、重实干镌刻
在宁海干部队伍的旗帜上。当前，我
们既需要大批敢于亮剑、勇于破难的

担当者，也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
支持保护担当者，为敢于担当者担
当。特别是要不断健全完善“容错机
制”、“保护机制”，为敢于担当者“兜
住底”，让敢于担当者“无牵挂”，营造

“担当可贵、担当光荣”的良好氛围。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

行，才弥足珍贵。改革发展是干出来
的，不是喊出来的。一切难题，只有在
实干中才能破解；一切办法，只有在实
干中才能见效。面对错综复杂的形
势，面对攻坚克难的艰巨任务，全县各
级干部必须把心思用在实干上，把劲
头放在实干上，在实干中改革创新，在
实干中破解难题，在实干中推动发
展。实干，必将使宁海在激烈的区域
竞争中争先进位、脱颖而出；实干，必
将使“三美宁海”大放异彩。

东岙做馏吃馏的传统习俗相传始于戚继光抗倭年代。近些年东岙馏的味质大有提高，尤其是经过各地各大媒体的宣
传，赶去东岙吃馏的县内外客人越来越多，每年至少三四万人次，给东岙等地增添了浓浓的节日气氛。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张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