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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

1234512345 11月27日：多云到阴，局部小雨。 8～17℃

11月26日：晴到多云。 5～19℃

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

本报讯 （记者高再娇）“一二
三，拉！一二三，拉！”日前，伴随着
桃渚镇养殖户李永街的口号声，环
境污染极大的2亩牛蛙养殖棚“应
声倒下”，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片经
济、环保的西蓝花种植区。

看着自己亲手拆了的大棚，李
永街说：“我们也知道自己的养殖场
排污处理能力不够，对环境不好，但
是不养牛蛙，我们干什么呢？这次，
政府办事真是挺上心的，又是帮忙
找买家，又是帮忙找出路，还请农业
专家做前期的技术指导，相信未来
日子也不会太差。”

李永街的拆棚只是桃渚镇帮助
牛蛙养殖户们“绿色转型”中的一个
镜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进
一步规范城乡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
秩序，改善生态环境，今年5月，桃
渚镇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工作方
案，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溯源勘查，认
真研究，并开展牛蛙养殖集中清理
专项行动。

但只过了几个月，通过河长反
馈与集中摸排发现，桃渚镇辖区内
的牛蛙养殖有了“死灰复燃”的趋
势，尤其是黄公河沿线，养殖户将废
水直排河道，造成河道水质一直在
V类与劣V类之间徘徊，河道周围
的百姓更是深受其害。

“以前，这条河边上就有不少
人养牛蛙。养了两三年后，河就
变黑了，不见鱼和虾。这几年，我

们亲眼见证河水由浑浊恶臭到清
澈的转变。现在，环境不能再回
到从前，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留下
绿水青山。”黄公河沿线村民徐先
军说。

多方考量后，桃渚镇“五水
办”主任吴虎利说：“牛蛙养殖关
停是必须的，但在执法过程中，我
们也要人性化，毕竟这些牛蛙是
养殖户全家的收益；在坚决执法
的同时，我们要为他们把把关、联
系联系，尽量帮他们转型，把损失
降到最低。”

为此，桃渚镇再一次联合多个
部门对境内的多家牛蛙非法养殖场

“重拳出击”，以拆促整。此次整治，
充分听取了养殖户的合理化建议，

一对一出谋划策，力争实现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除了改种西蓝花，在该镇政府
的指导下，一些养殖户还就地养殖
更环保的品种。四岔村养殖户吴敏
近就将4亩水塘里的牛蛙换成了泥
鳅和鲫鱼：“我养牛蛙时投了不少
钱。养泥鳅和鲫鱼，既不污染水质，
又不用全部推倒重来，可以减少再
投入的资金。”如今，吴敏近已投入
近1万元的泥鳅和鲫鱼苗。

据悉，此次行动持续了一个月
有余，桃渚镇共组织50余人次，出
动大型器械4辆次，整顿了6家牛
蛙养殖场，恢复耕地达12余亩，并
帮助养殖户们开启“绿色转型”新
模式。

桃渚镇
牛蛙养殖开启“绿色转型”新模式

近年来，农创客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悄然推动农业生产
发展方式、乡村振兴载体和农民致富途径的转变。11月24日上午，电
大临海学院乡村振兴会议室内，来自临海、三门的农创客们相聚一堂，
齐商共同富裕之路。

会上，我市农创客发展联合会会长、江南老戴家品牌创始人戴可杰
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关于养生膏方的深加工和品牌建设的创业心得。随
后，针对产品加工、宣传营销等热门话题，各地的农创客们进行了深入
交流和探讨，现场气氛热烈。 丁卉灵摄

本报讯 （通讯员王乙西）日
前，临海科创中心数字园区建设
落地，该园区由市科创中心牵头
建设，依托平台云计算、大数据、
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
智慧楼宇集成管理平台，投入使
用后将增强我市可持续发展的
续航力。

据了解，市科创中心成立于
2017 年 10 月，委托浙江伟星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实行专业化管
理。成立4年来，中心强化产业
引领，注重科技转化，成功孵化
1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扶持企
业申请并获得专利、软著、知识

产权等 93 项,获批“500 精英计
划”组织创业辅导讲座及相关创
业服务活动 85 场，受训 1912 人
次，相关活动点击数 51026 次。
与此同时，中心还以招商引资为
着力点，狠抓项目增后劲，招引
多家工业产品设计研发、大数据
应用、软件开发等非生产性的科
技型企业（项目），获批“浙江省
省级众创空间”“台州市市级众
创空间”“台州市市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等19项荣誉，先后组织
5批招商路演评审会，47家企业
（项目）通过复审入驻，创造就业
岗位500余个。

市科创中心

数字园区增后劲
创新发展硕果丰

本报讯 （通讯员王晏莹 应超超）“当时真
的心有余悸，但我觉得我有必要这么做！”

“是的，是的，对不起！也非常感谢你！”
11月19日，台州高速交警支队二大队事故处

理大厅内出现了温馨的一幕，两位当事人相视而
坐，没有互相怪罪，也没有彼此抱怨，而是一同欣
喜，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故没有给高速行车造成
更大的危害。

前一日午夜11时30分许，S28台金高速台向
长石隧道内出现惊险一幕：一辆奥迪黑色轿车在
行驶过程中突然撞上了道路中心线附近的一块不
明物体，车身瞬间爆发出一团火光，地面上火花四
射。轿车明显失控，最后冲到隧道左侧路缘带上
才停下来。

“等我看到，刹车已来不及了。”司机贝先生
说，他想打转弯避让，但右车头还是撞上了。强烈
的撞击导致他的爱车发动机和水箱都有不同程度
的损伤，幸运的是他和副驾驶乘客都无大碍。而
那块不明物体“闯祸”后，在巨大的冲击力下翻滚
到隧道口附近的路肩上。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贝先生一开始以为是泡沫，下车查看后才发

现，好家伙，这是一大块金属物：差不多一米长，宽
和高各有20厘米，而且其沉无比，一个人根本搬
不动。

公共画面显示，在贝先生撞击的4分钟前，23
时26分，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此隧道内经过，
途中有一块货物从车上掉落。高速交警调查，这
是一块航空模具，重55公斤，价值2万元。负责运
输的是货运“夫妻档”杨师傅和杨嫂。

当日，夫妻两人从江西景德镇出发，计划将
这批模具送往路桥一家无人机制造基地。杨师
傅回忆，当时自己只听到“咣当”一声，但往后视
镜看，没发现有什么异样，也没有后车开上来提
醒，所以他就继续行驶，直到第二天卸货时，才发
现箱子外面的绷带全断裂了，有一个模具从箱子
里掉了出来。

这么一大块东西掉在高速上，要承担货损不
说，万一撞到其他车子，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情急之下，夫妻俩赶紧拨打了12122高速报警电
话。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模具掉落约20分钟后，
就被贝先生和朋友挪到了安全地带。

“撞车之后我们观察了一下，这个模具还在隧
道口的路边上，如果不往边上挪一下，可能还会有
司机撞到，那太危险了！”贝先生说，为了避免后车
和自己一样遭殃，他和朋友决定现场“清雷”。由于模具实在太重，两人
费了好大劲，才往护栏边上挪了20厘米左右。

事后，高速交警和施救人员赶到，将模具带下了高速。面对失而复
得的模具，杨师傅和杨嫂松了一口气，他们对贝先生表示了感激，同时
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装载得更规范一点，更稳妥一点，就不会出
现模具跌落路面成为“定时炸弹”的情况了。

最终，高速交警认定杨师傅因机动车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载运物
的过错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同时对贝先生在事后第一时间协助“清雷”
给予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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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临海 温暖之城

寒潮来袭，气温降到了摄氏零
度。

11月23日凌晨，记者的车子
沿着江滨路一路向西，街上一片寂
静，只有路灯闪烁着昏黄的光。夜
宵摊准备打烊，早餐店还未开张，
此刻，大多数人还在温暖的被窝里
酣睡。

车子经过望江门大桥，前方一
辆蓝色的电动三轮车，载满绿色蔬
菜，和我们一起汇入往临海市蔬菜
批发市场的车流和人流中，那里也
是记者此次要去的目的地。

灯火通明的蔬菜批发市场
凌晨3时17分，车子抵达临海

市蔬菜批发市场。此时沿街的店
铺已灯火通明，市场门口电动三轮
车进进出出，小推车来来往往，人
声嘈杂。管理人员头戴帽子，身穿
厚棉袄，早已全副武装开始了工
作。菜场里卖菜的热情吆喝，买菜
的精挑细选，运输卸货的动作麻
利，一派匆匆忙忙的景象，俨然一
个“不夜城”。

李桂芳是市场里的蔬菜批发
大户，她和丈夫经营着用她名字命
名的“李桂芳蔬菜有限公司”。此
时她穿着黑色的羽绒服，手上戴着
白色的橡胶手套，脚上套着保暖的
筒靴，忙着确认订单，四五个小工
在她的指挥下，有的给蔬菜称重，
有的打包，有的搬运，大家配合默
契，行动迅速，很快一辆小货车就
装满了，驾驶员发动车子，在夜幕
中驶出市场。

李桂芳今年45岁，高中毕业后
就从事蔬菜批发工作，20多年来，夫
妻俩的店面从原来的2间扩到目前
的5间，面积达175平方米，经营六
七十种蔬菜。每天，她和丈夫罗利
群凌晨1时就起床，从老哲商附近的
家里出发，1时30分到达市场开始一
天的工作，一直忙到清晨8时左右收
工后才得空吃早饭，随后回家休息
补觉。为运输方便，他们还配备了3
辆大车、4辆电动三轮车，一年四季
奔波在蔬菜堆里。

问起印象最深的事，李桂芳指
向了墙上那道离地面足有五六米
高的水迹：“2019年，台风利奇马突
袭临海，望江门外一片汪洋，洪水
淹没了整个市场，摊位里的物资虽
然尽全力搬离，可还是损失了10
多万元。事后，灾后重建又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真让人心神疲惫。”

夫妻俩辛苦操劳，几乎没时间
管孩子，但他们凌晨出门关掉的
灯，却在 3 个孩子心里温暖地亮

起。“大女儿考上大学，小儿子读初
三，他们都很乖，学习生活上都没
怎么让我操心，二女儿还刚拿了台
州市作文二等奖。”谈起他们，李桂
芳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头顶
冒出来的丝丝白发在灯光下闪
耀。“早知道有记者来采访，你应该
把白发染一染。”旁边摊位的大哥
凑上来打趣说。

他们的“不眠之夜”
蔬菜批发市场的营业时间是2

时30分至7时，但很多菜农却在头
一天晚上就来到这里，希望第一时
间把菜脱手掉。

人群中，满头花白的杨仙兰今
年73岁，昏暗的灯光里，她头戴矿
灯，裹着围巾，满头白发被风吹得
凌乱，脸上的皱纹里，沟沟壑壑是

岁月走过的痕迹。她的三轮车
里装了百来斤的青菜和芹菜，头
天晚上10时就来到批发市场，
为了能早一点将蔬菜卖掉，她
已在这里待了5个小时。

由于家里欠了繁重的债
务，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杨仙
兰不得不靠卖菜还债和生存。
入夜寒气凛冽，她像往常一样，
头一天下地采摘好蔬菜，收拾
规整装车，从 9 公里开外的永
丰镇石鼓村家里蹬三轮车来到
市场。“这些菜如果在市场里没
卖出去，天亮了我就转到街上
继续卖。”杨仙兰说。

记者采访发现，来这里采买
蔬菜的客户，大多是我市各农贸
市场的商户及为食堂、餐厅采购
的人。谢大哥是一名农贸市场的
商户。这天他背着手，在各蔬菜
摊前细细观察，近2个小时下来，
看似手上没有收获，其实从这一
摊订好一捆芹菜，那一摊定好一
筐包菜，如此数摊下来，基本把一
天要用的新鲜蔬菜采购妥当。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临海市蔬菜批发市场建于

1996年，主要面向全市蔬菜供应，
同时辐射仙居、三门、天台等台州
北三县，每天交易量约八九十
吨。市场占地面积从最初的20多
亩扩建到目前的50余亩，拥有蔬
菜及年糕、豆制品、鸡鸭蛋等副食
固定摊点70余家，自产自销的蔬
菜散户流动摊点百余个。每年八
九月是市场交易的旺季，日人流
量逾千。

市场规范、有序经营的背后，
是管理者的辛勤付出，60余名工
作人员为全市人民的“菜篮子”保
驾护航。

在市场办公楼二楼的检测室
内，穿白大褂的质检工作人员每天
凌晨2时就到岗了。记者看到，他
们正对抽检的蔬菜进行农残检测，
剪碎菜叶，装入量杯，仪器精准测
量，最终获取蔬菜农残数值，每天会
有五六十批次的蔬菜接受这样的检
测。不合格的，就地销毁。11月1
日，他们就检测出一批青菜农药残
留不合格，100多公斤的青菜立即
被当场切碎销毁。对同一批次已出
售的青菜，则及时联系相关人员立
即下架。

市蔬菜批发市场经理项兆兴
告诉记者，目前国家对农药管控
日益严格，群众的安全意识不断
提升，蔬菜农残不合格的现象明
显减少。在市场入口处，凡是蔬
菜进出，都必须提交通行单，确保
对问题蔬菜追溯源头。新冠疫情
爆发后，防疫管控面临严峻形势，
他们通过部门沟通协调，帮助经
营户申请通行证，畅通运输渠道，
保证全市蔬菜的正常供应。

凌晨5时，记者离开批发市场
时，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城市开始
苏醒，饭菜飘香，车水马龙，大街
小巷都热闹了起来，在许多人看
来，新的一天才刚刚开始，而对凌
晨蔬菜批发市场里的人们来说，
新的一天早就开始了……

““菜篮子菜篮子””里里的的““不眠之夜不眠之夜””
————探访凌晨的临海市蔬菜批发市场探访凌晨的临海市蔬菜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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