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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文/摄 萧山网记者 汤圣洁
缪承林） 近日，许多网友发现在韵味萧山
App的韵味馆，多了一款来自康定的苹
果，销量还不错，上架10多天时间，已销售
出了200余箱。这款畅销的苹果背后，是
萧康两地人民的深情厚谊。

康定达杠村的苹果好滋味

11月初，来自萧山网、萧山区家人公
益互助服务中心等单位的爱心人士代表
和小志愿者远赴1700公里之外的康定，只
为履行一年一次的公益之约。

短短四天时间里，康定壮丽的山水美
景、淳朴的风土人情都给萧山一行人留下
了深刻印象。

在一次走访中，热情好客的康定人民
拿出了当地的苹果，要给远道而来的萧山
客人尝尝。盛情难却之下，大家接过了苹
果品尝起来。令人惊喜的是，这里的苹果
与市面上普通的苹果确实不同，尤其清
甜、脆爽。

刚一接过，还未下口就能闻到阵阵的
苹果香。咬上一口，甜中带酸的丰沛汁液
在舌尖迸发，清脆的口感，浓郁的风味让
人忍不住一再咀嚼。多咬上几口，晶莹剔
透的“冰糖心”便显露出来，口中的苹果也
如冰糖一般，留下甘甜的回味。

看着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主人家乐
开了花。他们告诉萧山一行人，这些苹果
产自康定姑咱镇的一个小山村——达杠

村，那里是康定有名的苹果之乡，出产的
“糖心红富士”苹果味道甜，滋味好，非常
出名。

“这么好吃的苹果，真想带回去给家
人朋友尝一尝啊！”吃完苹果，一位爱心人
士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康定萧山本就是携手共进的伙伴，能
不能通过东西部协作，为康定的冰糖心苹
果开辟新的销售渠道，既能让那里的果农
增加收入，也能让萧山人民吃上好吃的康
定苹果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各方的不懈努
力，来自康定的冰糖心苹果终于得以在韵
味萧山App韵味馆商城上架！

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

达杠村位于康定市折多河以西，海
拔约1500米，是典型的高原河谷地区。
南北走向的向阳山坡，使冰糖心苹果能
够享受充足的日照从而累积较多的糖
分。而高原山区充沛的降雨，则为冰糖
心苹果带来了丰沛的汁水。2019年，国
家农业部公布了第九批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名单，姑咱镇达杠村因苹果而位
列其中。

冰糖心苹果的颜色是红色的，甜中带
酸且汁液丰满是它最大的特点，每一颗冰
糖心苹果都饱受高原纯净的雨露滋润，有
着来自高原独特的酸甜。康定达杠得天
独厚的光能资源对冰糖心苹果的品质提

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苹果种植以离太
阳最近，离城市最远为理念，保证了种植
过程中绿色无污染，无公害，这样的高原
苹果形美味甜又健康。随着甘孜州全域
旅游的发展，达杠苹果也走出了康定，来
自高原的味道被送往全国各地。

康定冰糖心苹果刚在韵味萧山App
韵味馆上架，许多爱心人士便纷纷慷慨解
囊。其中，萧山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了解到
这批苹果的来历后，还特地联系到了韵味
馆平台工作人员购买该批苹果作为企业
的员工福利。这几天企业的员工已经陆
续收到了苹果，好评不断，大家都成了康
定冰糖心苹果的“自来水”。

产品上架之后，也有不少市民前往韵
味馆线上购买下单，截止到发稿，通过线
上线下渠道已经售出200余箱。不少收到
苹果的小伙伴，纷纷为这款苹果点赞，说
苹果们个个饱满红
润，吃起来又甜又
脆，值得购买！

你对康定冰糖
心苹果的滋味好奇
不？动动手指，尝尝
这份来自川西高原
的甜蜜吧。

■记者林青颖通讯员王新江

俞志仁有很多角色，杭州市二级巡
视员、原萧山区政协副主席、中国摄影家
协会会员、中国武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
书法家协会会员……无论是哪个名头单
独拿出说说，背后都有道不完的故事。
但在诸多光环和优异成绩之下，唯有一
个身份，从他出生至今从未改变。

“我是楼塔镇大黄岭村夏坞人。”
生于斯，长于斯，他的目光从未离开

过这片土地。经过几十年时光打磨，如
今的楼塔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块块
农田之上发展起了乡镇企业，坑洼公路
逐渐变成柏油马路，从前的千年“旧”镇
再度焕“新”，这背后离不开他的努力与
推动。

乡音无改 故土种下“发展梦”

在俞志仁身上，能看到老一辈刻进
骨子里的勤奋务实。高中毕业后，他就
劳作于黄土之间，日光晒就的古铜肤色
至今还映现在他的身上。彼时还叫生产
大队，他在队里担任干部，是村里的团支
书，也是从那时起，他对自己的要求就很
是严格——要比别人付出更多。

而单论此，尚不足为道。与他人不
同的是，如此重活之下，俞志仁也从未放
弃学习，他坚持练习书法，同时还是楼塔
为数不多通过自考完成大学学业的知识
分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书法写得好，他
被学校聘用为代课老师，1984年，经当时
的萧山县委批准，被聘任为楼塔乡副乡
长，从此踏上助力发展乡村振兴的道
路。对于楼塔镇这几十年变迁，光是“了
解”二字已不足以形容俞志仁，用“了如
指掌”更为贴切。

1989年，俞志仁重回楼塔镇担任镇
长。经历多年基层锻炼后，目光更是长
远，他在任时，两块是重点，一是务农，二
是经济。楼塔镇地理环境好，有山有水，
农业条件得天独厚，但老百姓对于经济
进一步发展有“安逸感”，致使小镇发展

较慢。如何才能改变百姓的观念，让楼
塔镇迈向更远的未来？为此，他不断做
出努力，一步步推动这个千年古镇向前。

嘉言懿行 重塑乡贤新风气

“乡贤”二字，重点落在后头，“贤”，
有贤达、贤能之意。在2019年决定成为
楼塔镇乡贤联谊会会长之时，俞志仁就
立下规矩：乡贤要牢记责任、奉献、服务
三种意识，成为楼塔发展的热心人、困难
群众的贴心人、乡村发展的带头人、共同
富裕的联络人。

“当你接下这份荣誉时，就该明白，
名誉只是虚有其表，背后沉甸甸的责任
与付出才是实质。”成为会长后，俞志仁
邀请了诸多乡贤回乡反哺。群贤至而百
业兴。在他看来，想要做好乡贤工作，就
要不断壮大这支队伍，发挥各行各业乡
贤的才智，助力楼塔发展。

在他的带头引导下，乡贤们成立了
楼塔乡贤联谊会公益基金，首次募捐就
募集资金60多万元，同时积极组织乡贤
村级分会成立公益基金会，扩大扶贫济
困的爱心队伍，不断扩大这项公益事业
的影响力，共同为困难的学子、家庭资
助，每到春节，还会到村里慰问困难老
人，将爱心与温暖送进家门。

“我常常强调，乡贤会最重要的就是
一个词，‘正能量’。”俞志仁说，坚持将公
益做成实事，就能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据统计，截至 2021年12月30日，楼塔镇
全镇镇村两级乡贤共富基金已达400多
万元，为130多名困难学生、优秀学子、
困难农户发放了慰问金。

弘扬传统 铸起乡村振兴“魂”

楼塔的土壤间，历史与灵气并
存。俞志仁有一颗守护文化根脉的赤
子之心，让传统文化在时代发展中创
新传承形式，也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
与形式。

从2014年起开始举办的“他们从山
乡来”书画展是迈出的一大步。展览汇
聚了各类书画作品，楼塔文人在此挥墨

抒乡情，优秀作品层出不穷。2018年，萧
山区书法家协会楼塔分会成立，这也是
全区首个镇一级书法家分会。同年9月，
楼塔镇通过了“杭州书法名镇”验收，文
化领域再添一张金名片。

翰墨“凝”入景观，丹青“颂”出新风，
让乡村在文化活水的“滋润”下再现活
力，现走进这千年古镇，凉亭、牌匾，处处
可见墨香古韵，正如俞志仁所期望那般
——用手里的笔讲好楼塔故事，传承书
法文化，打造书法名镇。

如今，楼塔文化日益彰显出旺盛而
强大的生命力，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
地基。不单是书法家协会，近几年来，楼
塔镇还成立了摄影家协会、细十番协会、
戏迷协会等多家协会，并邀请艺校老师
提升成员专业能力。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俞志仁
不断提升镇内文化“造血”能力，成效已
然显现，目前，楼塔细十番演出节目从原
来仅7首曲目增加至20余首，这背后都
离不开俞志仁的推动。

“铸魂”还需人才，今年5月举办的首
届“慈孝堂杯”民族器乐大赛，64组选手
在棕色舞台之上，用传统乐器展现出楼
塔独特韵味，令人欣喜的是，台上出现了
更多年轻面孔，为楼塔文化注入了新鲜
血液，而这些优秀人才，也是楼塔细十番
协会吸纳的对象。

即使去过多地任职，俞志仁却觉得
自己从未离开过楼塔。每周日他依旧会
踏着东边朝晖归家，重回农田耕作，于他
而言，愉快地工作就是最好的休息。

如今，再回到楼塔这片故土，俞志仁
眼中是从未熄灭的赤诚，纯粹而坚定。

作为乡贤，他坦言，自己只是楼塔镇
发展中小小的一个参
与者。乡贤工作尚起
步，未来道阻且长，但
只要走好当下的每一
步，做好手头的每一
件事，怀着始终如一
的初心与信念，就一
定能行则将至。

俞志仁：乡贤“领头雁”心系桑梓促振兴

高原苹果甜 萧康情谊浓

本报讯 （记者 於立英） 星期六（11
月26日）15时，作家黄亚洲将做客萧山蜀
山黄亚洲书院，举办签名售书活动。

黄亚洲，中国当代知名作家、诗人、
影视编剧，也是韵味萧山App的美好推
荐官。

1970 年开始，黄亚洲从事文学创
作，已出版长篇小说《日出东方》《历史
转折中的邓小平》《雷锋》，散文集《时
代苦乐》，诗集《行吟长征路》《我在孔
子故里歌唱》等各类文学专著 40 余
部。其作品曾获国家图书奖、鲁迅文
学奖、屈原诗歌奖、李白诗歌奖、金鸡
奖、金鹰奖、华表奖、飞天奖、百合奖
等，曾五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六次
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他先后被授
予“首届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

“全国优秀电视剧编剧”等称号。现为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作
家协会名誉主席。

本次签名售书活动，黄亚洲书院组织
到的书有长篇小说《红船》《历史转折中的
邓小平》《雷锋》、长篇纪实小说《花门坊八
号》，以及部分诗集。

《红船》是黄亚洲创作的一部再现
建党伟业的长篇小说，是对“红船精神”
的深情诠释。出版以来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喜爱，发行近20万册，被读者
誉为“建党史诗”。作品全景式描绘了
1919 年到 1928 年这 10 年间的中国革
命史，聚焦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发展到
壮大的历史进程和劈波斩浪的艰难与
辉煌。

《雷锋》是第一部反映雷锋事迹的长
篇小说，细腻生动地再现了雷锋如何从

一个旧社会乞儿成为时代榜样的全景式
历程，真实展现了雷锋作为普通人的成
长轨迹。

《花门坊八号》这部三十万字的长篇
纪实小说，根据黄亚洲外公家浙江省台州
市温岭县花门坊八号大院的历史变迁与
其中人物的复杂人生经历展开，一幅生动
的社会画卷体现其中。

签名售书活动时间是11月26日（星
期六）15时至16时30分。具体地址在萧
山区向旭路与向旭支路交叉口。感兴趣
的读者，可以周六到黄亚洲书院，一起和
黄亚洲畅聊人生感悟。

黄亚洲书院自面向公众开放以
来，举办了一系列惠民活动，成为推动
蜀山文化发展新载体，以及文化学者、
莘莘学子和热心民众学习交流的精神
乐园。

本周，黄亚洲书院还有这些活动，我
们一起来看看。

八段锦养生操
时间：11月25日（周五）14：00—14：

40
每周书法交流会
时间：11月26日（周六）14：00—17：

00
观影人生 | 每

周日观影活动
放映电影《与

恐龙同行》
时间：11月27

日（周日）14:00—
16:00

本报讯 （记者 於立英） 不少网友
的“世界杯DNA又动了”！不论你喜不
喜欢足球，恐怕最近都离不了聊上几句
世界杯的话题。

“卫冕冠军魔咒”还会灵验吗？
到底谁能在卢塞尔球场问鼎金杯？
……
目前，小组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中，你的心是否也在沸腾？
韵味萧山App也为世界杯喝彩。即

日起，推出有奖竞猜、我和世界杯的故事
等活动，和你一起玩转世界杯！

猜比分 赢好礼

韵味萧山App在首页设置了“关注
2022卡塔尔世界杯”的专题。

专题里有观赛日历、要闻快讯、精彩
瞬间、最强排名、每日竞猜等栏目。观赛
日历主要发布赛事日程；要闻快讯是集
纳赛事相关资讯；精彩瞬间是集纳世界
杯比赛精彩片段；最强排名是集纳世界
杯各大组名单。小编要重点介绍的是每

日竞猜。
即日起，小编每天选一场关注度比

较高的比赛，通过韵味萧山App每日竞
猜页面，留言参与互动竞猜。第二天再
次竞猜时公布中奖名单，每天前5位猜中
的读者，将获得韵味萧山客户端送出的
价值50元的礼品。奖品数量有限，先到
先得。

世界杯竞猜

在稿子下留言，附上你竞猜的场次、
具体比分即可。

具体活动规则：
1.每场竞猜比赛开场前结束竞猜，开

场后竞猜结果无效。
2.每个用户在活动期间仅限领取一

次活动奖励。同一个账号、同一个身份
证、同一个手机号、同一个设备，均视为
同一用户。

3.如果获奖，小编会第一时间联系中
奖的用户通知领奖方式，请耐心等待。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韵味萧山客户端

所有。

我和世界杯的故事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到来，相
信每一个喜欢踢球的人心里都有很多
有关世界杯的故事，是2001年在五里
河体育场呐喊着“我们出线了！”的骄
傲，还是回想起了1994年巴乔射失点
球的遗憾……

韵味萧山App专门在广场里开设了
一个话题：我和世界杯的故事。征集萧
山球迷分享“我和世界杯的故事”。

我们将每日选取一名球迷为当日冠
军，赠送价值50元的礼品，第二天公布。

你和世界杯
有哪些故事呢？
快 来 韵 味 萧 山
App广场说说，和
大家一起分享你
的快乐，还可以赢
奖品。

扫一扫二维码
购买康定苹果

世界杯开赛 韵味萧山活动多多等你来玩

本报讯 （记者 於立英） 秋天的美
好，不仅在于层林尽染的绚烂和桂雨飘香
的浪漫，更在于丰收的喜悦！有网友在韵
味萧山App广场上发帖称：姐姐学校种
的甘蔗长大了，带回家给妹妹一起分享这
份喜悦，又甜又脆，比买的好吃多了。

小编联系到了这位网友“两个囡
囡”。她说，她女儿是万向小学三年级的
学生。这两天女儿和同学们一起亲手种
下的甘蔗成熟了。同学们把砍下来的甘
蔗进行处理后，与大家一起分享劳动成
果。姐姐舍不得吃，拿回家，和妹妹一起
分享，品尝丰收的甜蜜。

甘蔗会开花吗？甘蔗的种子在哪
里？一支甘蔗有多少节，最高能长多高？
绿皮甘蔗和红皮甘蔗又有什么不一样？
可能你很喜欢吃甘蔗，但是这些问题你能
回答吗？带着这些问题，今年3月9日，她
女儿的班主任就发了个通知，让每个同学
带一个甘蔗头去学校，然后带他们去班级
的田里种甘蔗。

“自从种下甘蔗，我女儿每周有空至
少会去看一次，有杂草了，给拔一下，土干
了，给浇浇水。”网友“两个囡囡”说，“回家
后，女儿会滔滔不绝地跟我们分享种下的
甘蔗发生了什么变化。”通过自己种甘蔗，
给甘蔗施肥、浇水、拔草，再给甘蔗剥去外
层皮，最后到收甘蔗、品甘蔗等一系列劳
动，让他们在劳动时获得了生活经验，也
在甘蔗成熟时品尝到了收获的喜悦。

女儿他们班里不止种了甘蔗，还有蚕
豆和青菜。学校其他班也有种番薯、芋
艿、萝卜、包心菜等，一眼看去长势旺盛。

网友“两个囡囡”说，学校还有特聘的农技
指导员。这些指导员会定时定点，把同学
们带到田里上劳动课。

“前两天，我女儿还从学校拿来了番
薯，老师跟他们讲了烤番薯片的做法，让
他们回家做。”网友“两个囡囡”说，“姐姐
做的番薯片，还真挺脆挺香的。她们两姐
妹吃得津津有味！”

课堂上讲一千
遍“劳动重要”，不
如让孩子到劳动中
去接受锻炼！耕
种、做饭……这种
带烟火气的劳动教
育课，能重返校园，
真挺好的！

甜！自己种的甘蔗可以吃啦

本周六黄亚洲做客萧山签名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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