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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迎丰收

农户笑开颜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张宸齐 张震宇

乡村别样忙 不负好春光
——北辰区加强执法力度确保春耕备耕农业生产安全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王音

通讯员 刘媛媛

“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新貌 本报记者 王音

春回大地，到处充满勃勃生机。桃李芬
芳，为大地装点着娇艳；候鸟回迁，舞动着春
的旋律；春耕备耕，田间地头尽是忙碌身影，
农机具的轰鸣声让春天的大地充满欢腾气
息，一幅乡村振兴的田园春色图正在北辰区
徐徐铺开。

暖心服务促春耕

在双口镇安光村主街上的一间门脸房
里，北辰区农业农村委执法支队的工作人员
马艳打开“种子经营备案”App，一步一步地
教村民杨大爷把自己店里的种子包装信息录
入到“国家种业大信息平台”上。杨大爷60
多岁，经营着一家农资小店。小店的生意做
了快30年，近来却因为一条“新规定”让杨大
爷犯了难。原来，按照新的要求，店里的20
多个种子品种信息都要一一录入到“国家种
业大信息平台”。杨大爷不会用智能手机，子
女又不在身边帮忙。得知老人的难处，区农
业农村委的执法人员主动上门，手把手教老
人录入信息。
“全区30多家农资经营的店主大多是老

人，对信息操作系统掌握不熟练，信息上传不
及时会影响到店里的经营。对此，我们不能
一罚了之，而是要尽力提供帮助，尽快让他们
掌握上传方法。”马艳说。
今年以来，区农业农村委积极开展放心

农资下乡进村宣传活动，并通过微信群、微
信公众号、电子屏等方式开展普法宣传100
余次，在农资交易门店、农产品生产基地及
村里宣传公示栏等张贴宣传标语条幅，发
放法律法规宣传材料、农资识假辨假视频
等材料千余份。同时，开展农资打假专项
执法行动，以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农资经营
集散地、种植养殖生产基地、菜篮子产品主
产区为重点区域，以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农
村和城乡结合部门店、乡村流动商贩等为
重点监管对象，严格种子、农药、肥料、兽
药、饲料等生产经营环节执法检查，加大对
失信企业及经营者的检查频次，保障出厂农
资产品质量可靠。
即日起到3·15消费者权益日期间，北辰

区将组织开展农资打假联合执法行动，对农
业生产的种子、农药、肥料、兽药、饲料等主要
农资市场进行全方位检查，强化从生产到销
售全链条各环节监督，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
劣农资等违法违规行为。

联手共护渔业资源

春寒料峭，夜晚的永定新河堤岸上冷风萧
萧。执法队员们静静地走着，紧盯着河面上的
动静。负责这片区域的执法人员李荣涛告诉记
者，他们的执法队一共5名队员，由于力量有
限，除了定期巡查，平时主要依靠群众举报发现
非法捕捞的线索。
“原先的举报通过12345热线转过来，中

间有时间差，等我们到了现场，捕捞的人都撤
了。现在，我们和很多经常反映问题的志愿者
建立了长期联系，遇到情况直接电话沟通，我
们立即赶往现场，把非法捕捞行为一网打尽。”
李荣涛说。
住在附近的老李就是志愿者中的一员。

每次在河边散步，他看见有人开着小船在河上
捕捞，都会及时反映给执法人员。“他们这样捕
捞对河道水质和生态环境都有影响，我们看到
了就要及时制止这些行为，共同维护好我们的
环境。”
根据非法电鱼活动特征和群众反映的集

中情况，执法队针对永定新河、金钟河、丰产河
等重点河道开展突击检查，加大执法强度，使
重要水域电鱼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执法支
队会同公安北辰分局加强禁渔期执法工作
联席机制，及时沟通信息，厘清工作职责，开
展禁渔期宣传活动，向群众宣传爱护渔业资
源、打击非法捕捞等相关法律法规。2021
年，全面开展联合清网行动27次，出动执法人
员69人次，河道清理人员400余人次，清理无
证船只30余艘，清理地笼、粘网300余套。

爱鸟护鸟入人心

从双口镇津霸公路旁边一处果树林里出
来，执法队员韩文刚手里拖着一大团乱糟糟的
丝网，这是他今年在树丛里拆除的第一个捕鸟
网。看着手中已经破损严重的捕鸟网，韩文刚
推断这是一张“旧网”，应该是在往年巡查中因
为藏匿过于隐蔽而遗留下来的。
“前些年，一到春天能拆除十几套，但现在

几乎很难发现新的捕鸟网了。一方面是我们的
巡查频次和查处力度加大了；另一方面，大伙儿
的爱鸟护鸟意识明显增强了，这跟我们这几年
的大力宣传分不开啊！”韩文刚说。
近年来，不仅捕鸟的人少了，人们也开始

喜欢上了与鸟儿和谐共处。在公园或房前屋
后的空地上，总能看到有人从家里拿来的小
米、玉米渣供鸟儿食用。特别是在候鸟回迁之
时，还会看到一些村落周围设置了专供鸟类取
食的木箱子。
“眼下正值候鸟回迁，我们经常接到群众

打来的求助电话，请我们帮忙救助受伤的野
生鸟类。前天，有人发现了一只翅膀受伤的
灰鹤，我们及时到现场查看。发现它虽然翅
膀受伤飞不起来，但是腿跑得很快、精神也不
错，所以我们给它提供了水和食物，野生动物
自愈的能力很强，过几天就能飞了。”工作人
员张维维说。
目前，北辰区正在策划在中环花鸟鱼虫市

场开展“爱鸟周”活动。届时，现场将向群众宣
讲国家和我市最新的相关政策，让广大群众加
深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的了解。
近年来，区农业农村委坚持做好巡查巡

护，与专项行动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全面保
护系统。2021年，共出动人员912人次，车辆
250车次。重点检查鸟类繁殖地、越冬地、停
歇地、迁徙通道以及湿地、河流、鱼池、坑塘、
林地等，检查点位 1183 处次，未发现非法猎
捕、毒杀、贩卖、运输、食用候鸟等违法犯罪行
为，未发现野生动物异常死亡等疫情。全年
共救助野生动物28只。其中，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17只。
每年春天，区农业农村委还会定期开展

野生动物保护专项执法“清风行动”，联合公
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部门共
同开展巡查和执法。2021年，共出动执法检
查人员 1968 人次，车辆 567 辆次，检查点位
3689处次，其中栖息地243处次、人工繁育场
所191处次、经营利用场所2278处次、交通运
输5处次、口岸和沿海沿边地区8处次、其他
点位964处次。公安部门办理野生动物案件
4件，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4人，收缴野生
动物16只。

鲜嫩的生菜、绿油油的菠菜、樱桃西
红柿……早春时节，在静海区良王庄乡
王家院村一排排的蔬菜大棚里，各种叶
菜、果菜长势喜人，娇俏可爱。菜农们有
的忙着采摘，有的忙着捆菜，一派热火朝
天的收获景象。
“春节期间，这些新鲜蔬菜成了市

场上的紧俏货，大伙儿收入都不错，挣
得钵满盆满，开春了，大家再加一把劲
儿，争取新的一年，收益更高！”话语间，
种植户李大姐的脸上洋溢着丰产丰收
的喜悦。
良王庄乡现有暖棚 3100 亩，冷棚

520多亩，主要种植叶类蔬菜和黄瓜、
西红柿等。为让大棚蔬菜抢“鲜”上
市，良王庄乡靠前服务，积极联系天津
市任意和财蔬菜销售合作社和多兴庄
园，仅利用两天时间，2万多公斤小白菜
就销售一空。
天津市任意和财蔬菜销售合作社负

责人王宪民说：“我们收购新鲜蔬菜销往
全国各地，所有蔬菜都是当天现采现发，
保证让市民吃到新鲜的蔬菜。”
近年来，良王庄乡充分挖掘“梨果之

乡”“蔬菜之乡”“花卉之乡”的农字号品
牌资源优势，夯实“北花、南果、西菜、东
渔”产业布局，依靠发展特色农业引领乡
村振兴。同时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及产
业特色，充分运用“飞地招商”政策，加大
农业产业投资发展力度，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
“我们还将全面推动农光互补、畜

牧养殖等项目建设，目前，已经完成农
光互补项目的前期土地流转工作，通过
项目建设实现良王庄乡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良王庄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王
炳建说。
据介绍，良王庄乡将继续在发展特

色农业上做好文章，与此同时，坚持以
农村基层党建为引领，努力建设“都市
农业特色乡、产城融合示范乡、生态宜
居幸福乡。”

家乡的土地是她深深的眷恋，泥土里生
长出来的果实是她殷殷的期盼。从种到收，
是她认定的幸福的滋味。她，就是西青区辛
口镇的吕欣，一个要强的女性。
从企业转到农业，行当不同，技能要求也

不同，从头学起也不怕。就凭着这样一股干
劲儿和学习的劲头，吕欣通过自学、报学习
班、向专家请教、向邻居学习，掌握了不少知
识，但要系统熟悉某类技术、跟上前沿，需要
更广阔的视野，吕欣善于利用互联网视频了
解学习国内乃至世界先进的种植知识。这让

她在短短的几年内，掌握了科学的农业知识，懂
得了现代种植管理技术，“新农人”吕欣已经从
一名农业“门外汉”成为村里小有名气的“专
家”。眼下，正是蓝莓树开花的时节，吕欣每天

都在种植大棚里忙碌着。干练的打扮、略微晒
黑的肤色，如今的吕欣看上去俨然成为了地地
道道的农民，但6年前的她还是一名在企业里
任职的职场女性。

从职场到田间，吕欣不断地学习农业知
识。在她的认知里，科学化、标准化的农业生产
是未来农业生产的关键。注重打造品牌、走多
元化种植路线，更是她创业的目标。今年，吕欣
试种了1000株蓝莓树，为此她专门学习特产果
树的种植知识。“参加考察学习时接触过蓝莓，
知道蓝莓是个好东西，富含各种营养物质，于是
就想回来种着试试。”吕欣说，当第一株蓝莓苗
种下的时候，她的蓝莓创业梦也开始发芽。她
要把梦想深植在家乡的土壤中，让它长出别样
的风景，造福乡邻、回报家乡。

绕是绕得过去的，逃是逃得
出去的，但他不想热热闹闹来，偷
偷摸摸走。他得等一等，等一个
心安理得的借口。

借口其实也在找他。
一学期还没过半，乃乃布哈的

书本就让人看不下去了。成了油渣倒
要好些，至少说明翻得勤、读得多，说明
功夫下得深，铁棒正在变成针。你看看
乃乃布哈那书，封面都不知去哪儿了。
浮在面上的是第3页，本该印着“3”的那
一只角和由此往上的近半页面也不知
去向。就连“3”也是借着下面翻卷着的
书角的“4”才靠想象还原出来。这还有
个书的样子吗？还像个学生的样子吗？
这样的书还有读头吗？李桂林胸口堵得
慌，他要座位上的乃乃布哈站起身，说清
楚怎么回事。乃乃布哈话没出口，嘤嘤
嗡嗡哭开了。李桂林大光其火：犯了错
不知悔改，只知道哭，长大还能有出息？
还有你，巴吉以扎。你，呷呷克哈。昨天
作业没做完，说了放学补完才能走，你们
还是哭，只知道哭。我来是教书的，不
是教哭的。回去吧，你们都回去吧。
不想来的以后都别来了。书也可以扔
了，笔也可以不摸了，作业本也可以给
大人裹烟了，翻身农奴得解放了……

李桂林的心思被陆建芬看出了端
倪。李桂林性子直脾气倔无人不知，但直
和倔不代表爱发火，也不意味着一定盛气
凌人。李桂林这个状态她从未见过，平日
里他还经常说呢，对比你强的人硬是本

事，对比你弱的人“耙”（方言，柔软、温柔之
意）是更大的本事。事实上他也从来是遇
上狮子老虎都敢迎上去，偏是怕在路上不
小心踩着了一只蚂蚁。今天这是怎么了？
联想起他之前提起过对转正的灰心，近些
天又说起过堂兄的意思，陆建芬蹙起眉头。

那天李桂林放学比平时都早。心里关
着重重心事的他闷头坐了一下午，直到天
擦黑儿，才发觉陆建芬不知带着李威去了
哪里。他正心慌意乱，他们回到家中。陆
建芬先开了口，话还直得像根铁棍：那样批
评学生不合适，你明天要给他们赔礼道歉。

我批评学生不对？老师给学生道歉？！
对，你不对,你要道歉！
我高声武气（方言，说话声音大之

意）批评人也许不对。但学生没有学生
样，我不过问不提醒是失职，是不负责任。

骂人时调子那么高，现在还不知道
降一降。我问你，乃乃布哈的书为什么
坏了，你知道不？他的书坏了是事实。
要是剥个洋芋还要问清是哪块地里挖的
才能动手，人要饿死三回。

这就是你扯横经（方言，不讲理之
意）了。读书是为了明理，教书的人首先
要讲道理。没把情况弄清楚就张口骂
人，这是失职，是不负责任！

51 借口也在找他

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桥形币
不是钱币，而是战国时期盛行的一
种装饰品。桥形币分布地域相当
广泛，在女性墓葬中较为多见。

先秦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
繁荣局面，涌现出很多不同的学
派，并且形成各流派争芳斗艳的景象。
如《汉书·艺文志》所记，凡诸子百家“蜂
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
说，联合诸侯”。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
思想学术流派的辉煌成就与同时期西
方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百家争鸣，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
运动，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
础，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
百家争鸣相关联的文化形态，是百花齐
放。所谓百花齐放，喻指同一事情的不
同做法、同一内容的不同形式或同一类
东西的不同品种丰富繁多，也指文学艺
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秦
统一之前，各国钱币形态不同，且各有
特定的文化内涵，而又共生互动于广袤
的华夏大地，堪称百花齐放。
《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

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贾雨村对冷
子兴评价了一些历史人物，包括秦始皇、
王莽、曹操等。第三十九回中，
李纨道：“凤丫头就是楚霸王，
也得这两只膀子好举千斤鼎。”
第二十九回中，贾母去清虚观
打醮，神前拈戏，头一本戏叫
《白蛇记》。贾母问是什么故

事，贾珍回答说是讲汉高祖斩蛇起首的
戏。秦始皇、楚霸王、汉高祖、王莽、曹操等
重要历史人物被多次提及，从一个侧面体
现出《红楼梦》中鲜明的秦汉文化背景。

两千多年前流行的半两钱，是中国
历史上首次实现全国统一流通的钱币形
态，是战国时期秦国、秦代和西汉初期社
会经济生活、商品交换活动中最核心的
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半两钱为青铜所
铸，圆形方孔。钱名曰“半两”，是因为除
了币面方孔两侧铸有这两个篆字外，早
期铸行的确实是计重钱，即重如其文。
当时规定一两为二十四铢，半两钱重十
二铢。战国时期秦国半两钱文为大篆
体，秦代半两钱文则改为由丞相李斯编
创的小篆体。前者显得粗犷雄浑，而后
者更趋布局严谨，笔画方折，风格刚健。

半两钱的铸行，从战国时期秦惠文王
二年（前336）开始，经历秦代，到汉武帝元
鼎四年（前113），跨越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

期，仅汉初半两钱就出现了八铢
半两、四铢半两及“榆荚半两”等
多种样式，有些样式相互之间很
难分辨。寒斋所存百余枚半两钱，
一直分别装在不同的小袋里，即与
半两钱标准化程度不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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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著

宝明苦口婆心地解释，楼村老
村子已经推平了，农业公司搞农业
项目开发建设，是要机械化作业
的，这儿几座坟，那儿一片坟，几乎
所有地块都有坟墓，没法作业啊。
李玉山说，祖坟搬迁，怕是要改变
咱李家的运道啊。玉田说，挖祖坟，破
了风水，首先倒霉的就是你，你官帽一
丢，咱老李家就不能统治楼村了。宝明
哈哈大笑，一个比芝麻粒还小的官，不
能有权就胡作乱为，得按规矩办事。李
家喜摆摆手，行了，咱不能让宝明太为
难，他也不是存心要毁老祖坟。不过，
如果咱老李家搬了，老于家硬顶着不搬
迁，那不是坑了咱自家吗？宝明说，我
觉得于世林老爷子很明事理，只要他不
反对，老于家就好办了。李家喜说，很
难说啊，这是动他家祖坟啊，别忘了他
们老于家可是出过将军，不会轻而易举
答应迁坟的，你要琢磨好。宝明说，二
爷您放心，绝对不会出岔子的，您号召
一下，咱老李家先带头迁坟，行吗？

李家喜叹口气，为了你这个露水
官，整个老李家都给你做劲啊。宝明嘻
嘻一笑。然后李家喜吩咐，既然这么定
了，各家回去，该怎么准备抓紧准备，回
头请个风水先生给选个日期，点点墓穴。

李家争吵商议，于氏家族有几个代
表就聚集到于世林家里，有的说，于家
坟茔风水好，不然怎么会出来将军？这
一搬迁，怕是要坏了风水。以后和李姓
在一个墓地了，坟头不能太小，不能低

于李家坟头。有的说，以后李家于家混葬
了，肯定没有规矩，但咱老于家的一定要
在坟后栽松树，坟前立石碑，要有气势。
于世林摆摆手，你们呀，头脑就是简单，你
这么想，人家老李家就不这么想吗？既然
是公墓了，坟头大小高矮也一定有规矩，
不可能让你随便堆坟疙瘩、栽树立碑。

这时，广播喇叭里传出宝明的声音，村
党支部和村委会出于尊重人们的宗族观
念，决定允许各家将现有的先人遗骨按家
族排列安葬，但必须按公墓地块方方正正
地布局。还有，按国家要求，可以用水泥小
棺材。坟头占地面积、高矮、大小都必须一
致，可以立碑，墓碑一律限制在一米五以
内。以后村里死了人，不管姓李还是姓于
的还是其他姓氏，都按进入公墓时间自然
顺序排列，不能预留墓穴位置。还有一点，
请大家务必注意，任何人都不得在公墓里
搞封建迷信活动。公墓绿化由村里负责，
按照需要和布局进行合理绿化和美化。

于世林说，宝明说的那些规矩都有
道理，我认可，我只想告诉你们，在迁坟
这件事上，不要跟李家较劲。咱先别动，
不是半个月的时间吗，看看李家怎么动，
咱再让咱于家先人们安稳地搬家，平静
地休息，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