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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下“金种子”

收获“幸福果”

本报记者 王音 通讯员 马云静

以实干实绩开启新年新局
——静海区稳中有序推进各项目建设积极优化方案助力产业升级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陈泽宇

鲜花俏销庆新春
乡村新貌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刘静男 潘巍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春节期间，
静海区各重点项目在“春节不打烊”的氛围
下，干劲不减、节奏不变、加速冲刺，全力推进
建设生产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开启新年新
局。“红火”的创业一线，处处是“追梦人”奔跑
的身影。
——北京协和医学院天津医院项目现场，

机械声此起彼伏，主体结构封顶后，150多位工
人施工正酣。
——市域（郊）铁路项目现场，跨河钢栈桥

正在搭建，百余位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每日更新
建设进度。
——天津格力钛新能源有限公司电池生产

车间，机械手臂高速运转，一万只锂电池已经组
装完成，新能源“心脏”怦然跳动。
不论何时何地，静海人前行的脚步从未

停顿。

这是天津的大事
一刻不能耽误

除夕之夜，北京协和医学院天津医院项目
现场，建设者们和往常一样来到食堂。今天的
开饭时间比平时早了10分钟，辣子鸡、四喜丸
子、腊肉……五湖四海“拼”出来的几道“硬菜”，
齐齐整整地摆在餐桌上。
项目总工程师韩华掏出手机拍了下来，他

想用视频记录下自己在工地过的每个春节，上
传到“快手”和网友分享。除了给视频配上一个
喜庆的音乐，他还在题目里关联上了“我爱静
海”话题，满意地发到了网上。
和韩华一样，春节期间，150多人依然守在

项目上，为这座“理想之城”添砖加瓦。
大年初一天未亮，韩华和同事们裹上棉大

衣，戴好安全帽、手套、口罩，就往工地上赶。灯
光下，一个个“黄帽子”步速很快，彼此交流不多。
为什么这么急？
“工期紧，春节期间大伙儿也加班加点，

前不久主体封顶，后面的工作必须抓紧跟
上。”韩华说着，脚步没停，又紧了紧安全帽，
“我和兄弟们都是老工程人了，要是耽误了工
期，丢人！”
36岁的韩华来自湖北省红安县，干工程11

年，历经了各种项目考验，但担任北京协和医学
院天津医院项目的总工程师，依旧让他激动万
分、倍感自豪。

作为天津“十四五”期间为群众办的最大
社会事业工程之一，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内
领先、世界一流的医疗中心、科研中心、教育
中心和健康产业中心。1月 12日，北京协和
医学院天津医院项目一期工程实现主体结构
封顶，比预期早了3天。目前，正在安装条板
和二次结构砌筑。各项工作都在按计划紧张
有序进行。
“这是天津的大事，我们要抓紧一切时间，

确保到2022年11月底，一期工程能够如期投入
试运行。”伴随着机器轰鸣声，韩华的语气异常
坚定。
塔吊旋转往复，车辆来回穿梭，每个忙碌的

人都有一个共同目标——保质保量按期完工，
做强做响“大健康产业”，不断释放静海区高质
量发展的潜能。

为了新年“开门红”
大家都拼了

新春佳节，大河之上，110多位工作人员不
顾两岸正浓的年味儿，撸起袖子、加紧建设。高
举的焊钳，犹如高举着劳动的旗帜。
搭建跨独流减河钢栈桥，是市域（郊）铁路

静海段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目前，桥梁建设已
完成80%，剩下的200米不仅考验着团队效率，

更磨炼着所有人的意志。
“钢护筒要保证入岩深度，倾斜度最大不能超

过1/100。”初一晌午，项目副总经理李国峰在施
工现场，发现有一处护筒管节对口并未在同一轴
线上，这可能给后续焊接工作造成困难，进而影响
施工质量和进度。他马上协调人员重新调整，及
时排除了可能存在的问题。
津静线市域（郊）铁路首开段全长13.4公里，

途经静海区和西青区，设国际医学城站、团泊西
站、精武镇站，在京华路站与地铁5号线实现贯通
运行，预计2024年11月竣工。为了保证工程按质
按时完成，李国峰和同事们争分夺秒，经常都在为
了1厘米甚至1毫米较着劲儿。
下午两点多，大伙儿才忙完，在食堂排队打饭

的功夫，李国峰念叨着，“工地食堂的黏豆包儿，和
老家的一样好吃。”李国峰的饭盒里，一边是猪肉
炖粉条，一边是冒着热气的豆包儿，唠起家常，他
的语速放慢了很多。
“一年多没见爸妈了，别管多大岁数总是想他

们，这份惦念始终少不了。”李国峰有些腼腆，笑着
翻了翻饭盒里的菜，“和老婆说好了，明年过年说啥
得回趟家，到家第一顿饭就吃我妈做的黏豆包儿，
对了，还有饸饹面。”
听完李国峰的话，一位同事举起了盛粥的碗

接过话茬说，“来，咱们敬家乡，敬自己，虎年大家加
油干！”

十分钟后，李国峰和同事们又回到了各自岗
位。在人们忙碌的身影下，和煦的阳光照耀着河
面，泛起粼粼波光。

新能源项目
让新年充满新气象

大年初五，天津格力钛新能源有限公司电池
生产车间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忙碌着。
在这里，一颗颗新能源“心脏”正在赋能。机

械手对单块电池进行组装，确保每块电池都能发
挥最大效能。钛酸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工
艺的高频次改进，是格力钛始终紧跟时代发展的
底气。这份底气来源于一个“幕后团队”——格力
钛电池工艺工程中心。
崔振男是团队中最年轻的工作人员，负责电

池工艺改进和日常检测。春节后的第一件事，就
是和生产、工艺、质量、设备等部门负责人坐在一
块儿，对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分析，明
确责任人及改善方案。
过去，每当进入冬季，电池产能可能会受严

寒天气影响。面对这个问题，崔振男和同事们进
行了认真研判，从人、机、料、法、环五个方面进
行了系统性的分析，最终确定了问题发生的根本
原因。
“天津进入冬天后，气候非常干燥，可能会影响

部分零件的效能。我们对各项工艺参数进行调整，
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改善方案实施的过程中，
崔振男根据具体情况，实时优化改善方案，在保证
电池性能的同时，也将产能提升了40%。
作为一名“90后”，崔振男毕业后就一直从事

新能源电池行业，虽然看上去年轻，但已经是有6
年行业经验的“行家里手”。来静海区一年多，他
对这片热土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更对自己今后的
人生路满怀憧憬。
“公司所在的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片新

能源产业发展的高地，我相信在新的一年里，自己
能和‘格力钛’一块儿在这里大显身手。”崔振男满
怀希望地说。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
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始终秉持循环、低碳、

绿色发展理念，构筑了再生资源、精深加工再制
造和节能环保新能源三大支柱产业，持续深化与
南开大学等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拥有循环经济、
新能源领域授权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近500项，
形成了循环、生态、智慧、宜居、便捷、开放的循
环经济“子牙模式”。
“新年新气象，撸起袖子加油干，全力以

赴，助力乡村振兴，2022年一定‘开门红’！”公
司门前的空地上，崔振男和同事们面对镜头
喊出了这句口号。视频中，所有人都洋溢着
青春的朝气，也恰好记录下了静海区不断前
行的“足迹”。

春节假日期间，津南区年宵花市场悄然升
温，不少津南区居民选择购买一些喜庆又鲜艳
的花卉，为居室增添一抹春色。
走进小站镇迎新农业合作社花卉大棚，放

眼望去，花儿娇艳、绿叶滴翠，空气中弥散着令
人心醉的花香。各类寓意美好的鲜花绿植大量
上市，占据了大半个市场。
“过年了，也解封了，大伙儿心里都倍儿

高兴，购买鲜花的热情比往年都高，许多人
都想要给家里添些鲜花,增加节日气氛。”迎
新农业合作社营销经理魏浩任说：“我们今

年增加了花卉大棚，大概有50多个花卉绿植
品种，现在卖得最好的品种是蝴蝶兰、茱
萸。近一周的时间里，我们的日销售额达到

了2万元。”
除了传统的鲜花绿植以外，红红火火的花卉

“福桶”也备受顾客的追捧和青睐。“福桶”由鲜

花和仿真花搭配而成，多以红色的银柳作为主材
料，再挂上“福”字、灯笼等喜庆挂件，非常受
欢迎。“今年我们店里的‘年宵花福桶’在银柳的
基础上，又增加了黄金满枝、迎客豆等仿真花材
料，深受顾客喜欢，人们订购踊跃。把福桶抱回
家，也是把‘福气’抱回家。”小站镇一家花店经
营者王茂敏说。
此外，顾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单

色或多色组盆，再装饰虎年元素的小饰品、中国
结等点缀物，简单的花艺加工，就让节日氛围更
加浓郁。

“朋友们，看看咱这萝卜，个个甜
脆多汁。一口萝卜、一口茶，在这给大
伙儿拜年了！”春节假期这几天，西青
区辛口镇的沙窝萝卜种植户郭芝振可
没闲着。录短视频、做直播，老郭的萝
卜生意在网上做得日渐红火，已经收
获了不少忠实粉丝。
眼下，正值棚种沙窝萝卜的丰收

时节。辛口镇小沙沃村及周边村庄
的萝卜棚里每天都是忙碌景象。由
于受到疫情影响，慕名前来大棚采摘
萝卜的客户比往年少了。为了保证
销量，像老郭这样紧跟时代潮流的农
户做起了线上直播带货，把家乡特产
卖到了全国。
从去年 10月开始直播以来，老

郭已经在直播间卖出了5000多箱萝
卜。按每箱4公斤算，足有2万多公
斤。周边不少农户来“取经”，想跟
老郭一起学做直播。老郭欣然答
应，自己家地里的萝卜卖完了，他就
帮着其他农户一起卖，带动更多人
增加销量。
直播带货是形式，萝卜品质好才

是关键。种子的好坏直接着影响萝
卜的产量和口感，为了筛选好种子，
市农科院的专家也来帮忙，从选种、
培育、田间管理、窖藏等方面给农户
们上课。
“我们通过科研让沙窝萝卜的种

植更为标准化，装箱率、成品率都超过
了95%，口感一致、外观整齐，大棚的
管理也更为规范。”市农科院蔬菜研究
所研究员刘晓晖说。
近年来，辛口镇积极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打造沙窝萝卜特色小镇，将
沙窝萝卜品牌资源及乡村休闲旅游
资源系统整装，加速提升传统产业，
带动以沙窝萝卜为核心的蔬菜产业
全面升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发
展模式。目前，全镇沙窝萝卜种植面
积已达6000亩，年产量达到3000万
公斤。

亲家这么说，李洪云没想到。可
尽管亲家这么说了，他仍是闷着声
懒得答应。不答应却也不能跟陆建
芬说，虽然儿媳平日里一口一个爹，
说到底，眼面前这个才是亲生。亲爹
都应下了，自己反对是不开窍。拿梳
子在脑中把事情前前后后方方面面梳理
一遍，李洪云还是揪起了一个小辫子来：
建芬去得去不得，依你说的为准。但威儿
才一岁多，无论如何不能去！

李洪云不让李威走，其实也就是
不想陆建芬跟着李桂林去受罪。更进
一层说，他是想借儿媳的手把儿子后
腿拖住。李威不去陆建芬自然也就不
能去，儿不离娘嘛。

哪知亲家话头也搁在了李威身
上：让威儿跟着他们上山，一家人在一
起，好歹有个照应。李洪云正想还嘴，
陆兴全又开腔了：二坪那些娃娃也实
在可怜，去吧去吧，让他们去吧。

别人的娃娃是娃娃，我家的娃娃
也是娃娃。凭啥为了别人的娃娃，一定
要苦了我家娃娃？李洪云想不明白，怎
么也想不明白。

说到底，那些也都是娃娃。将心比
心，他们更可怜，更不容易。陆兴全顿
了一下，后面的话就跟了上来：没文化
的亏，你又不是没吃过。

亲家此话一出，李洪云低下头去，只
将一个烟嘴咂得叭嗒作响。李桂林就知
道，这句话击中了他的要害。说起来，年
轻时，李洪云还是有过那么一点儿前途

光明的迹象。别看他只当过生产队长、民兵
连长、贫协主席，在村子里头，好歹也是几
人之下几百人之上，也是有脸有面有身份
的人儿。在他的人生履历中，有一笔尤其不
能略过：公社曾推荐他出任武装部长。这事
真要成了，李洪云腰杆也可以打得直直的
了，拿工资吃公粮，骑着马挎着枪，要多提
劲有多提劲。结果呢，还没开始，事情就已
结束，而且是李洪云自己缴械投降。他是咋
想的？听听他怎么说：当干部要学文件要懂
政策，我大字不识一个，当不下来！

知父莫若子。果然，父亲叹口气摇摇
头，由你们，管不了啦。

几天后，背着妻子当年的陪嫁——
一口枣红色大木箱子，李桂林再次踏上
了前往二坪的路。陆建芬背着李威跟在
后面。到了乌斯河已日上三竿，走到雪
区，过了吊桥，还没到田坪，陆建芬已是
脚绞脚。“秋老虎”这时候还跑出来害人，
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脸发红头发晕，汗
水沿着鼻梁流成小河，眼泪不由自主在
陆建芬眼眶里打起转转。先哭出声来的
是后背上的儿子。不满两岁的娃娃懂个
啥，不光哭，他双手双脚还一刻不停乱抓
乱蹬，陆建芬的大腿被他蹬得青一块紫
一块，脖子上还留下三道指印。

30 知父莫若子

长期的地方官和贬谪生活，
使苏轼有机会走遍全国，品尝各
地的名茶。正如他在《和钱安道寄
惠建茶》诗中所云：“我官于南今
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

苏轼爱茶至深，以至在《次韵曹
辅寄壑源试烙新茶》诗里，形象、亲切地将
茶比作“佳人”：“仙山灵草湿行云，洗温香
肌粉末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
林春。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在被贬黄州期间，苏轼亲自栽种过
茶，还出过茶谜。一日，他郊游到安国寺，
时值炎夏酷暑，口渴难熬，想进寺内讨碗
茶喝。于是，他头戴草帽，踱进寺院，坐在
木门槛上，闭口不语。此时寺内一个小和
尚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停下掸子尘，转
身递上一碗茶。东坡惊喜不已，忙问小和
尚是怎样破了此谜。小和尚便一一点破：
“你头戴草帽，便是‘艹’；坐在木门槛上，
即为‘木’。‘艹’‘人’‘木’相叠，岂不是明
摆着‘茶’字吗？”东坡出谜讨茶之事，至
今仍在一些茶区流传。
“银瓶泻油浮蚁酒，紫碗莆粟盘龙

茶”，是苏轼赏识茶具的诗句。因为他
精于烹茶，所以对煮水器具和饮茶用
具也十分讲究。他认为“铜腥
铁涩不宜泉”，即用铜器铁壶
煮水有腥气涩味，而最好用
石铫烧水；饮茶则最好用“定
州花瓷琢红玉”。因此，有学
者认为，苏轼煮水所用石铫，

就是“东坡提梁壶”的原型。
两宋饮茶之风盛行，斗茶尤盛。因

此，不仅是苏轼，还有很多文人学士，如
范仲淹、杨万里、陆游、罗大经等，都写过
茶诗，其中有不少吟咏茶具的内容。
范仲淹作有《和章岷从事斗茶歌》：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
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新雷昨
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露芽错落一
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终朝采掇未盈
襜，唯求精粹不敢贪。研膏焙乳有雅制，
方中圭兮圆中蟾。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
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
中泠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
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
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
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吁嗟天产
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众人之浊我可
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
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

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
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
采薇。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
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泠
然便欲乘风飞。君莫羡，花间女
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114 从来佳茗似佳人

这时，三驴子等几个村民来
了。二侉子说，哎，宝明书记，我跟
你说，县里大官没在，我就立马赶
回来了，狗舍赔偿问题不解决的
话，说啥我也不搬家。三驴子跟着
说，就是，你们说让搬就搬啊，我家
的具体困难没解决，怎么会搬家？

宝明双手做着向下压的手势，大
家不要吵吵好不好？有啥问题，坐下来
慢慢商量，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再
说，你们提出的困难和要求，支部和村
委会都已经做了充分的调查和研究，
并且正在积极想办法解决。二侉子说，
不拿出明确说法，就别逼我们搬家。你
们赔偿的那个价格太低，还不够我投
资的本钱，我强烈要求再增加。

宝明扭脸朝其他人问，你们的想
法呢？三驴子迫不及待地说，每平方米
增加五百元，我立马搬家。二侉子一撇
嘴，瞧你那点儿出息，五百元就满意
啦？我那狗舍起码得增加一千元。宝明
微微一笑，该补偿多少，都有文件规
定，不是你我说了算，更不能随意改
变。二侉子说，哪个文件不都是人制定
的，我家狗舍是特殊情况，不在文件规
定之内，应该特殊处理。

宝明把有关搬迁赔偿的文件找出
来，来，你们自己看，农村房屋搬迁赔偿，
国家和县里都有具体文件规定，不是随
便哪个人想要多少就给多少的。你看看，
我们哪一条不是严格按文件规定执行
的。二侉子摆着手说，我不看啥文件，反

正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不搬家。宝明说，
二侉子，做人做事都要讲道理。二侉子耷拉
着脸，跟谁讲道理？你不要拿文件来压我，
我没文化，文件写的啥，我看不懂。宝明嘿
嘿一笑说，咱俩同班同学十多年，你说你没
文化？不认字？好，我念给你听。

二侉子眯起眼，我智商不高，听不懂。
宝明严肃起来，二侉子，你这样可就是胡搅
蛮缠了，咱们之间就不好沟通了。二侉子
说，如果你答应给我家狗舍增加补偿，那就
好沟通了。宝明说，对不起，二侉子，你的要
求政策不允许，我不能答应你，请你理解。
二侉子急眼了，宝明，你也太不够意思啦！
当个官就撅尾巴上天啊，哥们儿感情就一
点儿也不讲啦？宝明说，这不是讲哥们儿感
情的事，你明天需要我个人帮你做啥，那是
哥们儿之间的感情，但这是讲原则的大事，
公事必须公办。二侉子说，原则也可以灵活
啊。宝明说，你的想法总是从自己出发，咱
没办法沟通，你今天情绪不太好，改天再说
吧。二侉子说，我天天情绪都这样，你不解
决问题，怎么说都不行。说完把桌子上的文
件抓起来扔到地上。宝明站起来，厉声问，
二侉子，你想干啥？太过分啦。

这时，二侉子媳妇来了，二侉子，你
鬼迷心窍啦，还是要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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