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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方便西
林家园居民及沿线工业园区员
工的出行，9 月 20 日起常州公
交将对 51 路公交线进行优化
调整。

调整后的 51 路：由花园公
交中心站始发，经怀德路、西林
路、西林街、邹傅路、富林路至

西林科技工业园返回。沿途停
靠花园公交中心站、花园西郡、
谭墅、怀德路龙江路、怀德路西
林路、西林路梅庄路、西林路学
府路、西林路中吴大道、西林街
道、西林医院、富林路邹傅路、
西林科技工业园等站点。

（王东 马静）

西林片区公交51路将优化调整

坐在粉红色的花海旁边，
看 夕 阳 西 下 ，想 想 就 觉 得 浪
漫。这片花海离常州不远，就
在新北区罗溪镇的壕熊庄园，
离市区大概30公里。

粉红色的花海，是庄园去
年开始引进的美洲粉黛乱子
草。粉黛乱子草原产南美洲，
是一种景观植物，目前国内种
植还不多。粉黛是一簇簇丛生
的，开花时节，绿叶为底，纤细
的枝条直直地向外扩张，粉紫
色的花穗如发丝般从基部长
出，远远望去，一片如烟如雾的
粉红，让人沉醉。

占地 200 亩的壕熊庄园，
光粉黛就种了 106 亩，总量 20
万株。粉黛的模样看起来很纤
弱，但是花期却意外的长，它们
从 9 月份开始开花，可以一直
持续到11月份。

开花期的粉黛美得让人心
醉，花期过后的粉黛还能派上
用场。粉黛成熟的花杆与花絮
不变形、不掉絮，采集下来的成
品可以销售给鲜花店，为插花
配色，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

除了正在盛开的粉黛，庄

园里的格桑花也开始绽放了。
要知道，大多数格桑花现在已
经谢幕了，但是，园里引进的格
桑花通过技术手段控制开花，
可以让它们在 9 月到 10 月的
金秋开放。而且，这些格桑花
可以在上半年和下半年各开一
季。

想去壕熊庄园看粉黛和格
桑花花海的市民，可以直接在
地图里搜索壕熊庄园。庄园在
新北区罗溪镇航空产业园，市
区开车过去大概 30 分钟。现
在，庄园已经可以提供餐饮服
务了。

壕熊庄园已经加入了常州
市休闲农业体验惠民卡行列，
支持使用惠民卡消费，入园门
票 58 元一张。市民记得每周
三晚上 8 点准时参加惠民卡摇
奖哦。 胡艳

图片由壕熊庄园提供

紫色的薰衣草花海看腻了？

到壕熊庄园，看粉黛花海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武进
获悉，从年初开始，莱蒙城小区
今年整改提升，截至目前已花
了超过 100 万元，通过社区+物
业的联动机制，用“绣花的功
夫”提升管理。

今年初，莱蒙城小区因环
卫设施缺损、景观路面残缺、乱
张贴严重等问题被多次投诉。
为此，社区、物业形成联动机
制，积极对照创建要求，提升保

洁标准，完善人员配备。
目前，该小区 11 个区域配

备了 20 名物业人员，不放过任
何一个薄弱点。莱蒙城小区所
在的府南社区工作人员按时来
到各自的网格区域，检查长效
管理以及上报问题的整改情
况。今年该小区整改主要涉及
到大堂的重新翻新粉刷，包括
所有电梯轿厢改造，以及绿化，
今年也全部重新铺种了。

该小区物业积极行动，社
区也监督到位，每天社区工作
人员都会将发现的问题汇总，
发到微信群中，并采取“督一
督、促一促、逼一逼”的工作流
程，用“绣花的功夫”提升小区
环境。虽然乱停车、乱晾晒等
问题还未最终完全解决，但总
体焕然一新的面貌还是得到了
业主点赞。

（王淑君）

武进莱蒙城社区与物业联动

用“绣花的功夫”提升小区环境

这片浪漫的粉色花海，是拍照的好去处。

这一批苦苣已经可以上市了

搞机械的和种蔬菜的，这两
者会有什么交集？

当然可以有。前者研发出
自动播种机+自动运输机，为后
者节省大量人力。有能耐者还
可以一肩挑两担，“风雷精机”的
李风雷就是这样的能人。

一 个 构 想
从前期播种到后期

收获，全程自动化

盘子上每排5个直径约5厘
米的圆孔，一共 10 排，填充好了
基质的盘子被输送到自动播种
机上，机器像打针一样打一下，
种子从 50 支“针尖”吐到盘子里
的 50 个圆孔里，一秒钟内就完
成了播种。

完成了播种任务的蔬菜盘
子，在人工智能的远程操控下，
由自动运输机统一运到大棚的
指定位置，等待发芽、成长。生
长期间的蔬菜，还需要定期施
肥、浇水，这些也都由自动运输
机承担，管理人员不一定要到大
棚里的现场，远程控制就行。

经过三到四个星期的生长，
播种下去的蔬菜可以起盘出售
了，自动运输机可以再次大显神
通，一盘盘蔬菜被自动装上运输
机，一次最多可以装 80 盘菜，之
后再装上卡车，就可以奔向目的
地了。

收到这一盘盘菜的厨师，不

再需要计算每炒一盘菜需要多
少原料蔬菜，因为已经计算好
了 ，一“ 盘 ”菜 刚 好 可 以 炒 一

“盘”。

一 个 瓶 颈
这套自动化种菜系

统，只适合种叶菜类

从种菜所用的“盘”，到餐桌
上盛菜用的“盘”，李风雷已经花
了 5 年时间。到目前为止，他只
能算是成功了一半。尽管早几
年他就已经申请注册了包括“宅
之蔬”在内的 3 个商标，但离规
模化生产还有不小的距离，商标
也还没什么用武之地。

就技术层面来说，自动播种
机已经成功了，公司已经售出了
几十台这样的机器。自动运输
机也基本实现了人工智能化操
作，但是，公司位于武进区牛塘
镇卢家巷的那 10 亩蔬菜基地，
远远不够自动运输机大展拳脚。

产能有限，供应自然也不
多，现在，大棚里生产出来的为
数不多的蔬菜，主要卖给一些饭
店，毕竟，一盘菜 15 元的价格，
并不是每一个普通家庭都可以
接受的。

不过，这一套自动化种菜系
统，只适合种叶菜类，不适合根
茎类、茄果类蔬菜。而且，收获
的一盘一盘的蔬菜不便于运输，
李风雷打算把它们做成净菜包

装好了再出售。

一 个 愿 望
技术有了，但缺乏

大量基地和资金

鸣凰，这个听起来有着浓厚
文艺气息的地方，以模具之乡而
知名。

2010 年之前，李风雷在牛
塘做食品包装设备；2010 年 9
月，他来到鸣凰沟南工业园，注
册成立了常州风雷精机有限公
司。

公司里做饭的阿姨经常跟
他抱怨菜太贵，30 多个人的公
司，每天菜钱是笔不小的支出。
做饭阿姨的唠叨，让李风雷渐渐
萌生了做蔬菜的念头。

也是凑巧，2013 年，本报一
篇《10 年之后谁来种菜？》的报
道再次触动了他，老一辈菜农年
事已高，年轻一代要么读了书出
去了、要么不肯接手，但是，总有
那么多人要吃菜，就会需要种菜
这个行当。

做食品包装设备打下的底
子，李风雷对即将跨入的新行业
颇为自信。一开始，他给自己定
的目标就是“播种、管理、收获、
运输”全程自动化人工智能控制
的模式。以最为核心的自动运
输机为例，他从 2013 年开始研
制，经历了近 5 年时间才成功，
这台机器的核心在于脚上的轮
子。这种轮子由麦克纳姆轮改
装而来，它能同时在水泥地和轨
道上走，为了保证它走得直、不
乱窜，水泥地下面和轨道上必须
有 感 应 系 统 。 为 了 这 四 个 轮
盘+控制系统，他已经投入了近
100 万，而一辆自动运输机的造
价，将近300万。

技术有了，但还需要大量基
地、资金，现在的李风雷，家有梧
桐树，静待凤凰来。

张雷震 胡艳 文摄

若干年后谁来种菜？来“宅之蔬”看看吧

自动种、自动收，收一盘炒一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