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城事·社区

2018 年 5 月 17 日
责任编辑 杨海虹 郑露露

新闻热线

桥南村民两个月捐款近百万元

省阳光体育游泳赛

家门口建起休闲长廊、文化墙和篮球场

走进虹桥镇桥南村，只见村口的
主题公园绿草茵茵，东排河边刚建不
久的休闲长廊古色古香，不远处工人
们正在赶工文化墙，村里的篮球场也
在加紧建设，村里呈现出一派生机活
力的景象。
桥南村变美变净，村民们看在眼
里喜在心上，他们争先恐后自发出
钱，支持美丽家园建设，从今年 3 月 9
日至今，该村村民自发捐款已达 94 万
多元。

187 人捐款超 94 万元
“上午刚收到在桐乡经商的村民
汇来的 1 万元，昨天也有两名村民各
自送来 2000 元、1000 元。”5 月 15 日
上午，桥南村村委会主任倪仕双拿出
随身带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满
着村民们的捐款记录。
今年 3 月，桥南村两委干部想在
公园旁添一座长廊，供村民休憩。考
虑到村集体资金比较薄弱，3 月 9 日，
村里的公开栏贴出了筹资公告，村党
支部书记倪天宝和村委会主任倪仕双
带头各捐款 1 万元，村两委成员也都
你 1 万、我 5 千的踊跃捐资。
3 月 12 日，在外经商的村民倪孟
永得知后，特地去领了 5 万元现金，
交到村委会主任倪仕双手里，支持村
庄建设。消息传开，掀起了村民捐款
热潮。3 月 16 日，移民加拿大的倪岩
林捐了 10 万元；4 月 21 日，五星混凝
土公司的老板崔志湘也捐了 10 万元。
村民们陆续自发找到倪仕双捐
钱。而让村干部们感动的是，连村里
月入仅千元的扫地老人也倾囊乐助。
63 岁的郑维海和 79 岁的倪宗进是桥
南村的环卫工，项目筹资公告后没几
天，他们也每人捐了 1000 元，这笔钱
相当于他们一个月的收入。“村里这
一年多建设项目多，变化很大，我们
也高兴，这些钱是我平日的积蓄，是
我的一份心意。现在长廊建好了，我
也 经 常 到 那 里 坐 坐 。” 5 月 15 日 上
午，倪宗进老人说起捐款的事挺开心
的，他说对村干部很信任，相信他们
会把钱用在刀刃上，让村庄变得更

乐清两所小学
拿奖拿到手软

美，尽管之前他刚做了肾结石手术用
了一大笔钱，家境也不好，但还是拿
出 1000 元捐给村里，为村庄建设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没有上门集资，都是村民
主动把钱送来。”倪仕双感动地说，
两个多月以来，村民捐款一直没断
过，现在已输入电脑的捐款人数已达
187 人 ， 相 当 于 全 村 人 口 的 十 分 之
一，捐资情况在 WORD 文档里就记
了满满 13 页，捐款总额已超过 94 万
元。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露露 通讯
员 陆经民） 2018 年浙江省青少年阳光体育 （体育
传统项目学校） 游泳比赛，于 5 月 14 日在金华市
体育中心游泳馆落下帷幕。来自全省 17 支阳光体
育人才基地、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代表队，共 299
名运动员分别参加了 7~12 岁组 68 个项目的比赛。
经过两天 3 场的激烈角逐，乐清市实验小学荣
获总团体冠军，同时获得 7 岁组、9 岁组、10 岁组
和 12 岁组的组团体第一名，8 岁组第二名的好成
绩，并且被大会组委会评为“体育道德风尚奖”运
动队，这是乐清市实验小学继去年获得该赛事团体
桂冠后再次获此殊荣。
虹桥第二小学获得总团体亚军，同时获得 8 岁
组、11 岁组的第一名，9 岁组第二名和 7 岁组、10
岁组的第三名。

村干部把钱用在刀刃上
村民愿意慷慨解囊，排队为村里
捐钱，与桥南村一年多来翻天覆地的
变化不无关系。
去年该村两委换届后，村干部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给村民挨家
挨户安装了门牌，把河道驳了坎，将
路灯全都换成了 LED 灯，还装了监控
……村口的违法厂房拆除后，原本堆
满建筑垃圾等，去年清理后利用拆后
空间建起了美丽公园，还扩宽了路口
到隔壁村的步行道，五星混凝土公司
资助了价值 1 万多元的水泥，一直忙
到腊月廿八才收工，村庄面貌大变
样。
“村民的热心支持给了我们干劲
和动力，这条长廊从计划到建成才一
个来月，很多村民觉得不可思议。”5
月 15 日上午，该村党支部书记倪天宝
指着休闲长廊告诉乐清日报全媒体记
者，确定一个项目不是口头说说，要
尽快落实，让大家看见实实在在的效
果。
今年 3 月计划建设长廊后，村干
部从网上搜索得知江西抚州有一厂家
专做廊亭，价格比预计的 90 余万元实
惠近一半。为节省开支，3 月 5 日，他
们特地驾车前往江西实地考察，随后
一合计，就下了仿古长廊的订单。材
料运来后，就像搭积木一样，仅一周
左右，一座古韵十足的休闲长廊就初
具雏形。
那段时间，倪仕双每天 5 时许就
出现在工地上，起早贪黑忙到 18 时才
回去。4 月 10 日，两头两个古亭、长
达 85 米的仿古长廊顺利完工，这里成
了村民茶余饭后的好去处，入夏以

女子负气站高速上
再伤心也别拿生命开玩笑

▲已建好的公园和长廊。
村民在搭长廊的亭子。

▼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琴微
见习记者 蒋易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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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每当落日西下，这里就挤满了来
纳凉休息的村民。仿古长廊有特色又
耐看，经济实惠建设快，吸引了连
桥、钱家垟甚至清江渡头等很多村干
部过来参观取经。
“以前村里的年轻人想打篮球等
都要到其他村去。”老人们有了休闲
好去处，村干部们又操心起了村里青
年人的休闲娱乐场地，于是利用村里
的一块空地建设篮球场。5 月 8 日开始
动工，预计 40 天完工，村干部说这里
将一场两用，以运动、健身为主，兼
顾百姓舞台功能，将来可用于文艺演

桥南村供图

出等休闲娱乐活动。
桥南村里的单板桥细面历史悠
久，独具特色，村里已在建设文化墙
和文化廊展示这些乡土文化魅力。
公园、长廊、文化墙、篮球场（百姓
舞台）……沿着村里一横一纵的道路，
可以绕村一圈，桥南村在规划这些项
目的选址时，就将它们串联了起来，形
成一个可循环的休闲路线。
“我们还要不断向先进村取经，
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村干部
说，有了村民的全力支持，他们干劲
十足。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海虹 通讯
员 金雅琪） 5 月 12 日 18 时许，温州一女子站在高
速公路硬路肩久久不愿离去，幸遇温州高速交警一
大队民警对其进行耐心开导，方才避免了事故的发
生。
当天 18 时许，有司机报警，称在 G15 沈海高
速公路乐清境内北白象段，有行人在高速公路上扭
打。接警后，民警立即前往查看，只见硬路肩内一
名女子倚靠在护栏上，为不惊扰到她,避免激化其
情绪,民警先将警车停在其后方预警，然后小心翼
翼地靠近。
见女子靠在护栏上一动不动，民警这才上前进
行询问，然而在民警问话过程中，女子却一言不
发，只跟民警说了三个字“我不走”
。
女子的任性使得民警束手无策，后经民警耐心
劝说,女子情绪才有所缓和，但仍不愿随民警下高
速公路。考虑到高速公路上车流量较大，众人站在
高速公路上十分危险。最后，民警找来了女子感情
纠纷中的“男主角”，在众人共同劝说下，女子这
才同意乘坐警车下高速公路，再解决问题。
事后，民警从双方争执中得知，女子准备回江
苏上班，在去往机场途中，双方因感情问题发生了
争吵，导致女子一气之下在高速公路上下了车，不
愿离开。
目前，该起案件已移交给派出所做进一步处置。

老黄玩农业 带着村民一起富
办茶园 农村老太太年收入近万元

「乐清会人」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海虹
通讯员 廖立清

今天要出场的这名乐清会人，
在市区、柳市、芙蓉、南岳一带有
一定的名气，认识他的人都喜欢叫
他“老黄”。他是身价上亿的民营企
业老板，却在 16 年前，走了一条不
寻常之路，跳入“农门”当起农场
主，办茶园、种杨梅、养猪等。虽
然做得有声有色，却亏了不少钱，
他就把在企业里赚来的钱不断砸进
农业里。身边朋友笑他傻，他却用
16 年的坚守和付出，以常人没
有的定力、坚韧和魄力，刻下
“以工哺农”的烙印，他就是
黄胜芳。
今年 62 岁的黄胜芳，
黝黑的面容透露出农民独
有的憨厚气质，不修边
幅的服装看上去和他
作为“乐清市巨科电
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有些不协调，再加上
一副历尽沧桑的沙哑
嗓音，让人觉得他有
些 “ 土”， 但 很 接 地
气，似乎农民企业家
这个身份更符合他。

如果您身边
有一技之长或特
点突出或与众不
同的亲朋好友，
请拨打本报新闻
热 线 61116222，
向我们推荐上“乐
清会人”栏目哦！

老黄在茶园里。杨海虹 摄

黄胜芳是乐清柳市人，出身在农民家
庭。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开始做电器生
意。生意越做越大，几年后就和朋友一起
创办了巨科电气公司，拥有千万资产，成
为当地比较有名的商人。为了再扩大经营
电器产品的需要，2012 年，他在安徽省创
办芜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年产值 8000 多
万元。
黄胜芳涉足农业起源于大女儿，1999
年她考上了浙江农业大学，专业是茶学，
当时他跟女儿开玩笑说：”你好好学习，过几
年爸爸给你开个茶场，让你经营。”随后一两
年，他看到电器行业竞争激烈，在农村搞农
业的青年人寥寥无几，认为务农是条新的致
富路。因女儿的缘故，他开始深入了解茶叶，
并看准了办茶园的前景。女儿建议他选茶园
一定要山高、水好。后来，在黄胜芳家工作
多年的保姆就提议去她老家永嘉县炉
山村投资办茶园。

黄胜芳依稀记得第一次去这个村考察
时，车子开上山路没多久，车轮就被石头
扎破了，当时他心里就打了退堂鼓。但村
民们很希望他能来投资，并用了各种办
法来说服他，最终黄胜芳被村民的热情打
动。当他第二次进入村里时，正好看到一
位婆婆和儿媳妇争吵，原因是婆婆问儿媳
妇要 100 元，但儿媳妇实在拿不出，因此
两人吵起来。看到这一幕，黄胜芳触动很
大，决定一定要把茶园办起来，给村民增
加收入。
农业是一项需要熬的事业，前期投入
多、回报期较长，但黄胜芳做到了，虽然
是茶行业的门外汉，但他脑子活，又好
学。那几年他没少往女儿的大学里跑，向
女儿、女儿导师甚至省、温州、乐清级的
茶专家悉心讨教，并将理论知识和实践情
况结合起来办茶园。
“这里海拔 1100 米，山顶常年云雾缭

绕，雨量充沛，气候环境适宜茶树生长。
虽然女儿最后留校当了老师，但经常有带
学生来茶园调查、研究等。”黄胜芳说，他
在这里承包茶园近千亩，种植的茶叶有乌
牛早、鹤盛香茗、毛峰等，曾获鹤盛香茗
金奖、乐清市首届茶文化节金奖，浙江省
农博会、温州市早茶节优质奖等。
今年，黄胜芳又有了新主意，他在炉
山村建了一个“炉山休闲园区”，希望能吸
引更多游客来这里，带动农民就业和增收。
“以前一头猪杀了，卖 7 天都卖不
完，现在杀一头猪，几小时就没了。”炉山
村一村民告诉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黄胜
芳的名字在村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因为
他来炉山村后，村里有了公路，村民通过
每年采茶叶有了收入，一些六七十岁的老
太太因做采茶工等临时工种，年收入都有
近万元。有钱了，村民们的生活条件也好
了，邻里关系也更和谐了。

种水果 带动村民就业走上致富路
“心系老区特别情，遴
选永乐岵山村。从业电
器黄胜芳，以工哺农热
心人。”这是乐清市老促
会原常务副会长廖立清对
黄胜芳的评价。
十几年来，黄胜芳致
富不忘乐清革命老区，除在
永嘉办茶园外，2006 年，他
还在芙蓉镇长山头村创办了
乐清市巨科农场。办这农场
前，这块地曾被当地村民
承包种植枇杷，但结果
少，连年亏损，无法继
续维持下去。
“我一进长山头
村，就觉得这里的空
气太好了，后来得知
可用水库里的水来浇
灌果园，如果在技术
上做到科学种植，我
不相信种出来的水果
不甜。”黄胜芳说，果

树不结果肯定有原因，他大胆地将农场接
管过来，除枇杷外，他还在园里种植了杨
梅、桔子等水果，饲养猪、鸡、鸭养殖
业，占地面积 500 多亩，通过循环种植的
方式，让这里的土壤肥沃、果子飘香。自
此后，每年一到采摘季节，就有成千上万
的游客前来，不仅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
也打响了村庄品牌。
然而就在一个多月前，黄胜芳将辛苦
打拼了十多年的农场转包给当地村民。即
使 2016 年遭遇大寒潮，他都没有放弃，通
过各种方法来培植被冻坏的枇杷树，眼看
今年枇杷、杨梅迎来大丰收，他却选择退
出。
“现在除两家电气企业，永嘉的茶
园，南岳还有一块杨梅园要管理，主要还
是因为工作太忙，精力跟不上，加上承包
期限也到了，所以就放手，没什么可惜
的，人生有时要学会做减法。”黄胜芳笑
说，这几年他在南岳种植的杨梅也很成功。
说起杨梅，老黄打开了话匣子，因为
南岳也是革命老区，当年他在南岳养猪没
有成功，原本挺灰心的，当看到上岙村村

民种植的杨梅树无人打理，有些甚至被村
民砍下当柴烧，觉得心疼。于是他在村里
承包了 200 多亩杨梅园，种植了 1000 多棵
东魁杨梅，并聘请专人培育，通过勤管
理、采用科学方法种植等，这两年，他种
的杨梅销路也不错。村民们看到老黄的杨
梅园种植成功后，也有了信心，纷纷将荒
废或疏于照料的杨梅树管理起来。带动了
整个村的杨梅种植业，如今 20000 棵杨梅
树结满了绿果，再过一个多月，就将迎来
采摘季。
“办企业，每年生产多少产品，产值
多少，可以有大数据。而办农业，毫无数
据可言，今天我这果树长势喜人，喜迎丰
收，可明天突然一场风吹雨打，就有可能
颗粒无收。靠天吃饭，这就是办农业最难
的地方。”黄胜芳称，这么多年，他看到身
边太多投身农业的朋友中途放弃，而他没
有，不是因为他钱多人傻，而是心里一直
都明白，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仅是为社会
创造出多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样重
要，所以他才会不计盈亏地投资农业，只
愿老区迎来巨变，村民生活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