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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兴家 整理

微播报

国庆小长假期间，位于匡
堰镇匡堰大道旁的雨淳休闲农
场内游客络绎不绝，农场内的

“上林龙虾池”吸引了不少市
民来这里垂钓、品尝，大家玩
得不亦乐乎。

这里，是今年刚被评为
“慈溪十大新农人”的90后大
学生戚军洋的农业创业基地，
以绿色、健康、原生态为追求
的小龙虾主题农场，呈现出了
它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二次创业：
田野上播下希望种子

东面临山，西与匡堰大道
相接，抬头便和“上林原著”
小区相望，戚军洋将小龙虾主
题农场美其名曰“上林龙虾
池”。近日，记者来到这里，
只见农场内到处一派生机勃勃
的绿：清澈的池水中，绿色植
物随风摇曳；池塘旁，绿色草
坪铺就的道路向前延伸；连农
场内供游人垂钓休息的竹棚也
覆盖着浓浓的绿意……

别 看 戚 军 洋 今 年 才 28

岁，但在创业路上已走过4年
多历程。4年前，他辞掉白领
工作，在匡堰乾炳村自己的老
家创办了杨梅专业合作社，把
杨梅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带动
当地梅农共同致富。去年，脑
筋活络的他又把目光瞄向了休
闲农业。

“营销杨梅有季节性和空
档期，我这‘二次创业’也是
响应国家对大学生农业领域创
业及休闲农业推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号召。”戚军洋
说，在这片依山傍水又交通发
达的地方，他想建起一个原生
态休闲农场供人们来此休闲、
娱乐。说干就干，去年 10月
份，他投资 50余万元在高家
村转包了几十亩地，并从江苏
盱眙引进了300多公斤小龙虾
种虾。今年初，1000多公斤
虾苗陆续投放在总面积 20多
亩的两个池中。

为了掌握养殖技术，戚军
洋跑遍了湖州、金华和江苏盱
眙等地，还特地赶到台湾进行
考察。“后来为引进优质的龙
虾品种，光盱眙我就跑了三
趟。”戚军洋说，直到去年 11
月份的一天，他最后确定了一
家供货商，并连续开车 10多
个小时，于次日凌晨把小龙虾

运回了慈溪。更让他记忆深刻
的是那次找“水”事件。农场
运作之始，一切就绪，而引入
龙虾池的地下管道引水口却在
关键时刻不知所踪。戚军洋和
几名工人连续在田头挖了 7
天，最后才找到它的方位，把
清水引入了龙虾池。

创业之路艰辛自不必说，
幸好，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
展：池内的龙虾越养越好，吸
引了许多游客前来。体验小龙
虾垂钓的乐趣，品尝清蒸小龙
虾的美味，今年8月开门营业
第一个月，就赢得了2万元的
营业额。“虽然不算多，但是
个好的开始。”戚军洋笑道。

绿色循环：
打造原生态
精品示范农场

“你以前想像小龙虾是不
是喜欢在特脏的水中生活？其
实不是。”戚军洋指着水池中
清澈的水对记者说，这都是人
们长期以来的误解。

从龙虾养殖以来，这两个
池塘内都是清澈的山水，而且
实践证明，龙虾喜欢在清水中
成长，这样长得更快、品质更

好，肉质也更鲜美。更让人意
外的是，他的龙虾喂养方式也
独辟蹊径，不用外购的饲料，
甚至不喂生的。“我们从菜场
上买来猪肉的边角料，绞碎拌
以玉米蒸熟，用机器甩干，再
喂养。”戚军洋说，这是他通
过一次次尝试后自创的一种喂
食方法。如此喂养，不但能让
小龙虾长个快，而且肉质鲜
美，每个龙虾犹如大闸蟹般里
面有丰盈的膏。同时食料由于
甩干了油分，池水能长时间保
持清爽。

在这样的环境中，小龙虾
一般 3个月左右就长成了近 1
两的个头，最大的能长到2两
重，每年到四五月份和九、十
月份，成为小龙虾最肥美的季
节。

“上林龙虾池”为游客提
供的龙虾不像人们平时品尝到
的众多佐料做成的红烧小龙
虾、麻辣小龙虾，这是因为对
自己养殖的小龙虾充分自信，
在这里，只让你品尝一道原汁
原味的大菜，那就是清蒸小龙
虾。只需加黄酒、生姜，放在
蒸笼上一蒸便好。“肉精实，
还有膏呢！”剥开壳，醮点酱
油蒜泥做成的调料放入嘴里，
来自浒山的林女士连称这是她

吃过的最好吃的小龙虾了。
养小龙虾池内必须有藻类

植物，藻类易富营养化，池内
种上茭白可缓解经常排水换水
的烦恼，而且茭白还能做菜；
同时，田头少量养些鸡鸭，疯
狂生长的部分藻类成为它们的
美食……如此循环利用，减少
浪费又确保环保。戚军洋还在

“上林龙虾池”对面承包了 3
亩土地种植各类蔬菜。有龙
虾，自家养的鸡、鸭、鱼，还
有各种蔬菜，只要客人喜欢，
随便一捣鼓便是一桌绿色农家
菜。而池内的水生植物菖蒲，
不但是龙虾很好的栖息地，其
根茎还可做道好菜。

记者看到，除了龙虾为主
题的休闲项目，在这个农场
内，新的蒙古包、亲子互动场
所也已逐步建成，新农人戚军
洋心中的“希望田野”正在越
来越清晰。

“我的目标不是把农场做
得多大，而是如何让它成为小
而精的示范农场。”戚军洋
说，以小龙虾为主题，既有龙
虾垂钓，又加入烧烤、餐饮、
采摘等饮食元素，配合音乐元
素、亲子互动游戏，打造一个
城里人最爱的原生态精品农家
乐园。

希望田野上挥洒辛勤汗水

90后新农人
打造原生态精品休闲乐园

申请网约车有何规定
刘先生：我买了一辆车，准备在慈溪地区注册网约车。网

上查询到宁波这边规定车子含税价 12万就可以注册，但是我
咨询了滴滴方面说要不含税 12万才可以注册，请问慈溪这边
关于网约车的政策是怎么样的？

答：依据《宁波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
则》（试行）第三章第3条，车辆购置税的计税价格12万以上。

学区房孩子上学户口有何要求
陈女士：我们家刚买了学区房，我目前是农村户口，孩子

和父亲是居民户口，孩子上小学需要一家三口的户口地址都与
房产证上一致吗？

答：孩子和父亲的户籍迁入到学区房所在的社区就行。

养老视同年限如何认定
张女士：养老视同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是一起算的吗？视

同年限根据什么材料认定的？
答：养老视同年限与实际年限是分开来认定的，视同年限

需根据个人档案资料进行认定。

已在宁波参保慈溪可否不参保
胡女士：已参加宁波子女统筹学生在慈溪就读，是否还需

要参加慈溪这边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答：此类参保学生可保可不保。即使双重参保，费用只可

享受一种待遇。城乡医保补偿待遇优于子女统筹待遇。

住院险可否转基本险
王先生：我是本地户籍，以前企业给我参加的医保是住院

医疗保险，请问是否可以把住院医疗保险转成基本医疗保险？
以前的住院医疗保险可以抵扣吗？

答：可以把住院医疗保险转成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保
险的实际缴费年限按 21的比例，折算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实
际缴费年限。

父亲拘留过是否影响政审
徐女士：我父亲有过行政拘留，请问对我考公务员政审环

节会不会有影响？
答：招考单位不同政审依照的文件可能会有不同，具体以

招考公告为准。

劳动合同模板哪里下载
金女士：请问劳动合同的模板在哪里可以下载？
答：可以至宁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载中心进行

下载。

（以上信息由慈溪
81890 工作人员提供答
复）

本报讯 16 岁的他，骑
车载着弟弟，由北往南驶来；
67岁的他，自西向东步行穿
越人行横道……人车相撞倒
地，两个孩子受了皮外伤，老
人于几日后抢救无效死亡。日
前，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
决：这个 16岁的驾驶者因犯
交通肇事罪，获有期徒刑 1
年。

小 彬 （化 名） 出 生 于
2001年7月，随父母和弟弟一
起暂住在龙山镇东渡村，在一
家电器公司实习。受害人老章
（化名） 是龙山镇田央村人，

平时还在做泥工。
今年 6月 18日是端午节。

那晚6点左右，小彬驾驶立马
牌两轮轻便摩托车，后座载着
10岁的弟弟，沿龙山镇达蓬
路由北往南行驶至达蓬山大酒
店停车场出口处时，在人行横
道与自西向东步行的老章发生
碰撞。

由于碰撞的强大冲击力，
老章当场受伤倒地，小彬和弟
弟也摔得人仰马翻。这突如其
来的碰撞当即把小彬吓傻了。
围观群众赶紧报警，闻讯赶到
的小彬父亲赶紧开车将老章和
两个儿子送至慈林医院救治。

最不愿看到的结果终究还
是发生了，当月 21日，老章

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小彬和弟弟受的都只是皮外
伤。经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
定，小彬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
任。

据了解，这辆立马牌两轮
轻便摩托车是父母今年3月买
来让小彬上下班代步的。“6月
18日下午 5点多，一个朋友电
话联系我，让我去达蓬山玩，所
以傍晚6点我就骑车带着弟弟从
家里出发了，沿湖公路一路上达
蓬山，车速大概40码。”小彬回
忆事发经过，“车子经过达蓬山
大酒店时，一个老爷爷从右边
往左边过马路，当我看到他时
距离只有一两米了，我马上刹
车，但已经来不及了。”老章

的家人说，事发地离老章家只
有七八百米的距离，当时老章
是饭后出去散步的。

老章去世当日，小彬因涉
嫌交通肇事罪，被公安机关刑
事拘留，同年 7月 3日被依法
逮捕。8月16日，检察机关向
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在审理后
认为，小彬违反交通事故运输
管理法规，无证驾驶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其
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因其
犯罪时已满 16周岁未满 18周
岁，有自首情节，依法予以从
轻处罚，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据了解，老章家人之后准
备向小彬及其监护人追究民事
赔偿责任。

■相关链接：

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小型
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
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在18
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申请
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普
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
车或者轮式自行机械车准驾车
型的，在18周岁以上、60周岁
以下。另外，驾驶电动自行车
必须年满16周岁，骑自行车上
路必须年满12周岁。

法官提醒，未满18岁的未
成年人，还没达到报考摩托车驾
驶证的资格，家长应该加强监
管，不得让其驾驶摩托车上路。

少年骑轻便摩托 撞死步行老人获刑
提醒：未成年子女出行交通安全，家长需多尽责监管

本报讯 趁人熟睡顺手牵
羊拿走放在一边的手表，发现
手表价值不菲，典当后从中非
法获取了 10万元。当时虽然
监控已坏，但本以为占了大便
宜的孙某（化姓）最终还是难
逃法网。近日，孙某因涉嫌盗

窃罪被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4年，并处罚金3万元。

今年2月14日晚上，宋某
（化姓）宴请朋友，酒过三巡
后邀朋友一同到我市某洗浴会
所洗澡休息。在休息大厅沙发
上一觉醒来，宋某发现价值
30多万元的百达翡丽手表不
见了，就立即报了警。由于会
所休息大厅监控已坏，服务员

及客人较多，案件一度陷入了
僵局。

孙某已在该洗浴会所当服
务员大半年，负责打扫休息大
厅、招呼客人。2 月 14 日晚
上，孙某在休息大厅打扫卫生
时，发现宋某躺在沙发上熟
睡，隔壁沙发上放着一块手
表。约半个小时后，孙某再次
经过时，发现手表还在，便顺

手牵羊把手表藏进了口袋。为
掩人耳目，孙某把手表放到了
休息大厅吧台放杂物的抽屉
里，便下班回家了。第二天，
孙某上网查询，发现这块手表
很名贵，便迅速将手表转移到
自己的租房里。之后，他开始
搜索慈溪奢侈品典当行的信
息，最终以 10万元的价格将
手表典当给我市一家奢侈品

行。但令孙某万万没想到的
是，获得的 10万元钱还没来
得及花一分，就被公安民警抓
获了。

4月某日，公安机关收到
了我市某奢侈品行报告收购百
达翡丽手表一块的信息。民警
顺藤摸瓜，很快在观海卫镇一
租房内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孙
某，赃款及手表均被追回。

男子会所熟睡 醒来名表不翼而飞

■全媒体记者 陈利群
通讯员 林婵媛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通讯员 路余 岑炜

■全媒体记者 高关
通讯员 岑瑾 向冬华

微信网友一帆风
顺：浒山晓记江停车场
改造工程基础建设进行
中。

（10月 9日 11时 15
分）

@Coral- K： 稻
花香里说丰年。

（10月 9日 13时 09
分）

@慈溪静姨：双
腿 搁 到 车 篮 上 ，“ 车
技”高超。

（10 月 11 日 10 时
49分）

@miraivs：一叶
扁舟，悠然自得。摄于
市环创中心东边河道。

（10 月 9 日 8 时 37
分）

花前月下

市现代农业开发区的傍
晚，当十五的月亮刚刚升起
的时候，一对年轻人在花前
月下记录美好的瞬间（图片
为二次曝光）。

■拍拍小友 许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