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讯 （记者 郑
家 齐 张 煜 挺） 近日，
北仑地产番茄陆续抢鲜
上市，春天的第一颗番
茄已经安排上了！

近日，记者来到大
碶 柴 楼 村的 种植基地
内，俨然是一片果香四
溢、生机勃勃的景象。

走进大棚内，一颗
颗品种各异、色彩艳丽
的番茄点缀在绿色藤蔓
中，陆续进入了成熟期，
甚是喜人。随手掰开一颗
已经成熟的番茄，饱满的
汁水顺着手往外流，鲜红
的果肉在阳光的照耀下，
晶莹剔透似果冻，忍不住
一口咬下去，酸甜的味道
迅速在唇齿间散开，让

人回味无穷。
“我种了两个大棚的番

茄，有红色的、黄色的，
还有绿色的，大概有六七
个品种。”刚送货归来的柴

楼村“90后”果农谢健峰
向记者介绍道，“现在番茄
刚上市，大概到4月20日
左右，会大面积上市，持
续到6月底结束。”

据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
员介绍，今年我区的番茄
亩产量预计达2.5 吨，小番
茄以“浙樱粉 1 号”“黄
妃”等品种为主，大番茄
则以“合作 909”“桃星”
等品种为主。

随着小番茄的陆续上
市，谢健峰农场的番茄订
单也是络绎不绝，更有许
多顾客要亲自感受田园风
光 ， 体 验 现 场 采 摘 的 乐
趣。“现在番茄陆续成熟
了，虽然量还不是很大，
但刚上市就受到了顾客的
喜爱。等到4月份温度高了
之后，水分少了，番茄的
甜度会比较高。”谢健峰边
除杂草边满脸欣喜地对记
者说。

地产番茄抢鲜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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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火灾的基本种
类有哪些？

根据燃烧空间位置，森
林火灾一般分为地表火、树
冠火和地下火三类。

地表火：是指火沿地
表蔓延，烧毁地被物，危
害幼林、灌木、下木，烧伤
大树干基和下部枝叶以
及露出地面的树根，根据
其蔓延速度快慢不同，可
分为急进地表火和稳进
地表火。

树冠火：是指能引起
林冠层燃烧蔓延的火，根
据其蔓延情况又可分为
急进树冠火和稳进树冠
火。

地下火：是指在林地
腐殖层或泥炭层燃烧的
火，在地表面一般看不见
火焰，只有烟，可以一直
燃烧到矿物层和地下水
的部位。

遭遇森林草原火灾
如何自救？

到遭遇森林草原火
灾时，一定要保持清醒头
脑。一是及时报警，让外

界知道你的位置和处境，
争取救援或指导自救；二
是积极自救，快速转移避
险。

千万不要随意选择
方向盲目乱逃，否则容易
被浓烟烈火所困。

要正确判断风向，切
不可与火赛跑，一旦顺风
而逃，极易被大火追上并
围堵住。

不能往山顶方向逃
生，随着烟气上升，山火
向山顶方向扩展会较快。

要用沾湿的毛巾或
衣服，捂住口鼻，包住头，
并沿着逆风方向，向下或
横跑，选择植被稀疏的路

线逃生。
当被大火围困时，应

选择植被稀疏的空旷地
方，俯卧避险，脚朝火冲
来的方向，扒开浮土把脸
贴近湿土，双手压在胸
前。如有水沟、水塘、河
流，可跳入水中避险。

扑火安全十二要素
是指什么？

1. 扑救森林火灾不
得动员老人、残疾人、孕
妇和儿童参与扑火。

2. 扑火队员必须接
受扑火安全培训。

3.遵守火场纪律，服
从统一指挥和高调度，严
禁单独行动。

4.时刻保持畅通的通讯
联系。

5.扑火人员需配备必要
的装备，如头盔、防火服、防
火手套、防火靴和扑火工具。

6.密切注意观察火场天
气变化，尤其要注意午后扑
救森林火灾伤亡事故高发生
时段的天气情况。

7.密切注意观察火场可
燃物种类及易燃程度，避免
进入易燃区。

8. 注意火场地形条件，
扑火队员不可进入三面环
山、鞍状山谷、狭窄草塘沟、
窄谷、向阳山坡等到地段直
接扑打火头。

9.扑救林火时应事先选
择好避火安全区和撤退路
线，以防不测。

10.一旦陷入危险环境，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设
法进行自救。

11.扑救地下火时，一定
要摸清火场范围，并进行标
注，以免误入火区。

12. 扑火队员体力消耗
极大，要适时休整，保持旺盛
的体力。

森林火灾案例警示（三）

森林火灾警示案例

舒 星 源 是 一 名 90
后。2018年，他从2000
多公里外的四川攀枝花
来到北仑，成为宁波钢
铁有限公司的一名基层
员工。2019 年初，“青
年北仑”一系列惠民政
策的推出，让他看到了
在 北 仑 发展 的光明前
景，随后在北仑买房落
户，同时也在北仑收获
了美好的爱情。

师傅言传身教
长技能

2018 年 4 月，大学
毕业的舒星源在朋友的
介绍下，来到宁波钢铁
有限公司，成为一名安
全管理员。可此时的舒
星源却很忐忑，因为他
在 大 学 学的 是电气专
业，对安全管理相对比
较陌生。幸运的是，舒
星源遇到了一位言传身
教的好师傅。无论是寒
冬 腊 月，还是盛夏酷
暑，师傅带着舒星源下
工地进车间，一点一滴
地 滋 润 着他 求知的心

田。
“ 我印象最深的是，

在现场遇到不懂的地方，
师傅就让我拿笔记下来，
并利用业余时间查找相关
知识，如果实在查不到再
去问师傅。”舒星源说。
正是在师傅的悉心指导
下，舒星源的安全管理技
能获得较大进步。由舒星
源参与的两个重大项目建
设，从项目开工到竣工，
未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

“青年北仑”政
策安了家

2019 年 2 月，北仑区
印发《关于打造“青年北
仑”的意见》，制定出台“青
年北仑”十大政策及 18个
配套实施细则，提供涵盖青
年最关注的就业、住房、婚
恋交友等一整套“服务大
餐”。舒星源是“青年北仑”

政策的首批受益者。他在政
策福利的帮助下，在北仑城
区购买了一套 80多平方米
的住宅。“虽然房子面积不
大，但却更加坚定了我留在
宁钢，留在北仑的信念。”舒
星源说。

有缘北仑来相会

“青年北仑”政策的推出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才
俊，纷纷来北仑就业创业、安
家落户。2021 年，王东其从
杭州来到北仑，入职宁波钢
铁有限公司，从事设计管理
工作，和舒星源在一个项目
部工作。王东其喜欢舒星源
的阳光帅气、有才干，舒星源
喜欢王东其的温柔漂亮、懂
管理。两人在公司逐渐相知、
相爱。两位90后青年在北仑
找到了彼此的另一半。

“现在的我，在北仑有了
一份热爱的工作，也有了一个
稳定的住所，同时还收获了一
份美好的爱情。当然以后也会
在北仑组建我们自己的家庭。
我觉得自己在北仑的生活会越
来越好，对北仑的未来也充满
期待。”舒星源的话语中充满自
信。

一个外地年轻人在北仑——

五年，买房落户遇到爱
本刊记者 范晓磊 陈诗卉

本刊讯（记者 戴金
栋）3月 15日下午，北仑
区2023年上半年新兵欢
送大会暨“从戎之剑”赠
剑仪式，在区民兵训练基
地举行。

经过严格体检和政
治考核，今年全区共有
42 名青年应征入伍，从
明天开始，这些新兵将奔
赴军营，踏上他们保家卫
国的征程。

送兵仪式上，42 名
新兵胸前佩戴红花和光
荣入伍的绶带，一张张年
轻的面孔上洋溢着自豪
与喜悦。全体新兵进行入
伍宣誓并在印有“一人参
军 全家光荣”的签名墙
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
名字。与往年送兵仪式不
同的是，今年还增加了网
上“云送兵”环节，新兵家
长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为新兵送上祝福和嘱托。

区人武部向光荣参
军的新兵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新兵家人致以崇高
的敬意，并对新兵提出了
希望和要求，希望他们在
军营听从指挥、严于律己，
尽快实现由一个普通青年
到一名合格军人的转变；
恪尽职守、爱岗精武、奋发
进取、早日建功，以良好的
作风、过硬的素质、崭新的
面貌和优异的成绩向党和
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
卷。参与送兵仪式的有关
领导向新兵赠送了行李箱
和“从戎之剑”。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
应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去，将我们学到的知
识和技能用到国防事业中
去，报效国家。”聂聪聪是42
名新兵中的一位，今年大学
刚毕业，他分享了自己的入
伍意愿、真切感受和决心，

“在军营里，我可以得到最充
分的锻炼，争做一个有灵魂、
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
一代军人，请祖国和人民放
心，强国有我，青春无悔。”

我区举行2023年新兵欢送仪式

舒星源（左一）在现场收集调试设备的原始数据

本刊讯（记者 郑侃
轩 成百舸）昨日上午，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星
阳未来社区邻里中心举
办北仑区创建浙江省食
品安全示范区暨食安卫
士招募令发布现场直播
活动，并与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现场连线，拉开今年

“百姓点检”系列食品安
全活动的序幕。

“尚德守法，诚信自
律；科学消费，保障安全；
全 民 参 与 ，共 治 共 享
……”现场邀请了北仑餐
饮行业协会代表、食品经
营主体代表、星阳菜场场
长等共同签署创建省级
食品安全示范区倡议
书。现场还发布了“食安
卫士”志愿者招募令，邀
请现场市民和线上观看
直播的观众，共同加入北
仑区食安卫士志愿服务
队，进一步把食品安全治
理“触角”向基层“神经末
梢”延伸。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
“百姓点检”进社区现场免
费快检服务，不少市民拿

着刚采购的蔬菜、水果、肉类
等各类食材，来到“百姓点
检”展台进行免费检测。检
测人员仅需20分钟左右即
可出具检测结果，让消费者
快速了解购买的食品是否安
全、食用是否放心，保障百姓
菜篮子的安全。区市场监管
局还对星阳菜场的食品快速
检测室“你送我检便民服务
点”授牌。

“这次活动通过线上线
下的互动，把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以‘看得见’‘听得到’
的形式，真实、公开、透明地
展现在群众面前，让消费者
成为食品安全的参与者、见
证者、监督者，让‘舌尖上的
北仑’更有滋味、更加安
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不到一个小时，这场贴
近百姓生活的直播累计观
看量达3.7万人次，收获点
赞6100余次。活动现场，

“北仑区食安卫士志愿服务
队”共招募到42名志愿者，
大大增强了群众对食品安
全工作的知晓度以及对食
品安全共治的参与度。

百姓点检食品安全

（上接第 1 版②）方
飞龙要求，建设儿童友好
城区，既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儿童优先发展
理念的具体举措，也是推
动保障全区儿童生活环
境安全的重要抓手。全
区上下要把握“高线和底
线”的关系，从对标战略
使命、推动共富先行、加
强权益保护来认识，树立
优先发展理念。要把握

“硬件和软件”的关系，拓
宽儿童友好空间、优化儿
童服务供给、丰富儿童体
验场景、完善政策制度体
系，突出重点系统推进。
把握“上级肯定和群众满
意”的关系，以人民满意

为价值追求、以品牌塑造为
着力重点、以社会有感为评
价标准，彰显儿童友好城区
建设成效。要把握“独唱与
合唱”的关系，树立“一盘
棋”思想，对标六大目标领
域，发挥优势、齐心协力，凝
聚儿童友好的强大合力。

方飞龙强调，建设儿童
友好城区事关长远发展，事
关全民福祉。让我们从“一
米的高度”托举北仑的未
来，凝心聚力、携手共建，走
出一条具有北仑辨识度的
儿童友好城区建设之路，努
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先行区标志性
成果，加快呈现活力、美丽、
幸福北仑的新图景。

（上接第1版①）据了
解，北仑与宇通集团将本
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
原则，发挥各自优势，共同
推进宇通新能源车辆贸易
与产业落户北仑，打造新
能源商用车高端产业园，
形成高端技术及高附加
值的汽车配套产业体
系。作为双方务实合作
的第一步，由区属国有全
资公司路港交投与宇通

客车股份公司合资成立的
宁波浙泉贸易有限公司，将
全权代理宇通新能源商用
车在浙江省内的销售贸易。

北仑区委常委、副区长
冯伟业签约，副区长程展
主持签约仪式。仪式结束
后，与会人员实景体验了
宇通氢能源汽车，宇通集
团有关负责人详细介绍氢
能源汽车的性能优势、发
展前景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