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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香甜水果

打造致富产业

本报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 曾子益 杨天宇 阎得金

东丽区抓好农业生产 夯实粮食稳产基础

春耕育希望 开启丰收年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刘国栋 摄影 孙立伟

采摘园四季不断档年年有特色
乡村新貌 本报记者 王音

农业稳，天下安。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对于
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至关重要。
东丽区以保面积、保产量为目标，科学合

理利用耕地资源，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围
绕春耕备耕和农民增收，切实抓好春季农业
生产。
眼下，东丽区广大农民、农技专家正在田

间忙碌，为保障粮食丰收辛勤耕耘。

立足于“技”

“90后”新农人的新“武器”

4月17日7点，孙健已经来到了地头，陪同
他一起出门的，还有他最近买的“宝贝”——植
保无人机。
“这台新设备花了7万元，喷药、施肥都能

干。”孙健是华明街道范庄股份经济合作社种
粮大户，也是一名“90后”新农人，从小跟着父
亲学种田。“只要规划好航线，它自己就能一键
作业。”
随着孙健的操作，旋翼的嗡鸣声随即传来，

植保无人机低空掠过，雾化后的除草剂均匀地
洒落在青青的麦苗上。
“以往喷药用的是轮胎很窄的自走式喷杆

喷雾机，主要是为了不压苗，但施肥一般都用挂
着撒肥箱的拖拉机，这就很伤苗。另外，这两种
机械受地型和天气影响很大，遇到泥泞的田地，
就只能等着，闹不好会错过农时。”孙健抬手指
了指植保无人机，高兴地说，“你看，无人机好用
多了！植保作业不受地型、天气限制，喷药精准
无死角，不仅大大节约了用水量和农药使用量，
而且干活儿效率高、不伤苗。”
孙健操作着这架无人机，仅仅半个小时，

50余亩小麦的喷药作业便大功告成。凭着这
架无人机，他家的1000余亩地，从喷药到施肥
前后不到一星期就基本完成了。“现在帮助合
作社其他社员进行植保作业，下午还有好几
家排着队呢！”他笑着说，“植保机是眼下的
‘大忙人’。”

“智能农机的作业效率是普通农机的3倍，
是传统人工的几十倍以上。”东丽区农业农村委
农机工作人员徐罡介绍，“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
使用节水、节药、高效的植保无人机等现代植保
机械进行作业，为今年农业丰产丰收打下了坚
实基础。”
东丽区立足“技”字，落实藏粮于技，以

农业科技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深入实施耕、
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作业，提高增产增收水
平。“目前，东丽区农业机械化率已达到
98%。”徐罡说，为确保春耕春播和农业生产
有序进行，检修大中型拖拉机 72台，小型拖
拉机6台，配套农机具240台套，春小麦播种
约8850余亩。

立足于“地”

农技人地头“传经送技”

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必须加强农业技

术指导。时下，冬春各茬小麦进入拔节期，这也正
是小麦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东丽区农业农村委
科技服务人员刘云胜成了农户眼中的“网红”。54
岁的他每天早出晚归，深入田间开展技术培训，指
导农户生产，忙得不亦乐乎。
4月17日9点，“牺牲”周末休息时间的刘云

胜来到孙健的田间，孙健的父亲孙学文紧随其
后。刘云胜蹲下身子认真查看着绿油油的麦苗。
“我看咱已经追肥了，要抓紧浇第一遍水。”他看着
孙学文说。
“按照你说的，我家1000余亩麦苗大部分已

经喷了营养液和除草剂，结合浇水一亩施了15公
斤尿素。”孙学文详细地介绍着自己的麦田管理

情况，“剩下的差不多100亩，这两天就能浇第一
遍水。”
“4月底5月初最好能浇完第二遍水，否则麦

苗贪青，成熟晚，会影响后面的玉米种植。”刘云胜
再三叮嘱。
大约 10天前，孙学文眼前的麦苗，由于长

势过旺，刘云胜通过土壤测温、察看墒情，建
议孙学文延后浇水，保持地温，促进麦苗分蘖
分枝。刘云胜介绍，麦苗长势过快，过早拔
节，会造成小麦的叶面积指数过大，麦田荫蔽
严重会增加病虫害的概率，还容易造成小麦
“头重脚轻”，中后期发生倒伏概率会增加，容
易减产。
“我们针对越冬麦田，抓住天气回暖有利时

机，及早运筹肥水，促弱转壮，促进苗情转化升
级。”刘云胜介绍，就目前来看，一类苗占比超过
40%，同时，禾苗的成活率比去年有所提高，为今
年小麦丰产丰收开了个好头。
在小麦的拔节期，指导农户做好田间施肥补

充养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直接关系着今年小麦
是否能够高产丰收。东丽区立足“地”字，坚决落
实藏粮于地，多次派出科技服务小分队走到田间
地头，查苗情、查墒情、查病害，用科技服务赋能农
业产业提质增收。
“服务到地头，手把手指导，一个电话化肥农

药就送上门。”孙学文说，“现在，我们种粮很安心，
收入也有了保障。”

立足于“早”

让农民用上放心农资

园林农资超市是一个“老字号”，店主彭玉磊
与父亲已经经营了30年，种子、化肥、农药、农具
等农业生产资料一应俱全。在附近农户眼中，“80
后”的彭玉磊干事勤快，随叫随到。
“现在每天基本能卖100公斤种子，包括玉米

种子和蔬菜种子。化肥卖得多，每天5吨左右。”
彭玉磊介绍，他负责送货上门，忙的时候一天能跑
八九趟。“干得年头长，都是老客户，一个电话或者
一个微信消息，我就给送过去。以前是土路，路很
窄，只能开三轮车送。现在田间地头都是水泥路，
开车送货很便捷。”
一年之计在于春。为确保春耕正常进行，

东丽区立足“早”字，提前谋划，积极协调各农
资经营部门准备充足的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
资料。同时，为了保证农民春耕生产利益，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大力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执
法活动。
4月15日9点，彭玉磊给新立街道东杨场股

份经济合作社送完化肥、农膜后，刚回到店里，就
碰见执法人员王金枝和同事例行检查。
两人热情地打了声招呼，王金枝和同事直奔

主题，“最近买化肥、玉米种子的农户比较多，我看
看您的进货发票、凭证。”认真核验完后，王金枝和
同事赶紧走向下一家。
为切实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东丽区对农资

市场进行多次全面检查。“出动执法车辆5车次，
出动执法人员93人次，检查农资生产经营单位
31家。未发现假冒伪劣种子、肥料及假冒伪劣
及违禁农药。”王金枝说，“让农民用上放心种
子、放心药、放心肥，为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
收保驾护航。”

蓟州区官庄镇依托良好的资源优势，
以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加大对家庭农场
政策的扶持力度，引领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日前，记者走进该镇野沟村鑫兴家庭

农场，只见红润饱满的樱桃、诱人多汁的草
莓、酸甜脆爽的油桃等，都已经进入采收季
节，令人惊喜连连，农户们更是喜上眉梢。
野沟村地理位置优越，紧邻国家5A级

风景名胜区盘山，旅游资源丰富，游客可尽
享美景、美味。这里自然条件一流，水果种
植过程中采用了天然麦饭石水灌溉，有甘
泉的滋润，加之透气的沙质土壤和有机肥
料，让这里的水果多了一分甘甜自然的味
道，在市场上广受赞誉。
该农场目前有6种果品种类，其中包

括大樱桃、油桃、草莓等，销售方式以采摘
为主，目标人群是北京、天津游客。最近几
年来，村里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村庄干
净了，垃圾日产日清，大伙儿用上了水冲式
厕所，村庄旧貌变新颜。游客们在村里游
玩后，就到农场大棚里采摘香甜的水果，都
特别开心。农场回头客非常多，年收入能
够达到30万元。
农场负责人韩长海介绍，一直以来，镇

村两级干部都给予了农场很大帮助。一开
始种植这些水果没有经验，特别着急。镇
党委、政府伸出援手，帮农场聘请农技专
家，引进优质品种，推广先进、科学的种植
技术，指导采用生物手段防治病虫害，确保
了农场种出的水果口感好、品质一流。
为帮助农场及时把好水果卖出去。

区、镇等政府部门又伸出援手，首先帮助
申请了商标，产品有了品牌——“鑫兴绿
园”。另外，利用多种方式开展宣传，扩
大“鑫兴绿园”优质果品的市场知名度、美
誉度，扩大了采摘数量，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
为把致富增收产业做大做强，今年该

农场将继续改良果品品质。根据市场需
求，重点发展樱桃产业，做大做强“鑫兴绿
园”品牌，继续提高种植效益，成为带动村
民致富增收的就业。
官庄镇相关部门介绍，为充分发挥家

庭农场的示范带动作用，该镇根据农业发
展的实际情况，利用资源优势，千方百计延
伸产业链，把特色农业扶优、扶强、扶精。
同时，引导家庭农场根据产业特点和自身
经营管理能力，实现最佳规模效益，使发展
模式更加多样、经营产业更加多元。构建
起绿色生态、长远发展、优质高效的产业体
系，为村民增收致富提供坚实保障。

入春以来，北辰区双街果蔬采摘园的工
人们正在大棚里忙着旋耕土地、整畦、铺膜，
准备栽植今年第二茬黄瓜、西红柿等露天蔬
菜的秧苗。同时，园区又引进了日本小番
茄、礼品西瓜等新品种，在保障大众露天蔬
菜不断档的同时，增加新品果蔬，让前来采
摘的游客有更多选择。
每年三四月份都是双街果蔬采摘园旧苗拉

秧、新苗栽种时段，园区提早规划，把200多个
温室大棚分成多个批次，分批换茬，保证园区内

蔬菜瓜果四季不断档，可以不间断供应市场。
园区农技师陈卫样介绍：“我们在蔬菜生长到中
期就着手培育下一茬，等上一茬快拉秧的时候，

新的就上来了，保证果蔬生产不间断。”
与此同时，园区还确立了“品牌果蔬提档升

级、新品国际同步、蔬菜突出连茬”的总体思路，

按照运作市场化、基地特色化、生产标准化、产品
品牌化、销售网络化的要求，先后打造了“双街草
莓”“双街葡萄”等以地域命名的特色品牌，实现
了反季节蔬菜、露天蔬菜、无公害和有机蔬菜以
及火龙果等“南菜北种”、日本优十三番茄等“外
菜内移”。
园区定期优化种植项目，调整种植结构，让双

街好的农产品多起来，形成规模、形成特色，切实
把果蔬产业培育成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特色明显
的优势产业。

头顶还有两根横梁，横梁上还挂
着猪下水呢，李桂林眼睛里却突然空
了，空得无边无际。当意识像茫茫大
海上的礁石重新在水面露出一角，硬
朗的线条，是尖锐又锋利的逼问：会
是谁？为什么？李桂林没法做出回
答。甚至，礁石一角，也被又一波浪潮在眨
眼间湮没。李桂林再次感觉到自己的存
在是因为陆建芬一句话。话音低沉，微
微颤栗：叫你别管闲事，你不听……

他的女人是爱哭的女人。开心的
时候，难过的时候，激动的时候，委屈的
时候，眼泪都是她情绪的表达。今天这
样的幽怨与哀绝，在他的印象中，从来
未曾有过。是的，她没有说错，李桂林
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如果时光是一
条河，生活便是一张网，在水流的牵引
下打开，那些大大小小的往事，则是黏
在网眼的鱼虾或者青苔、枯枝、败叶。
李桂林一寸寸将鱼网从远处收拢，细细
摘取、打量可以归入“闲事”的一类。他
收网的速度如此缓慢，整个过程里一言
不发，时而敛容屏气、侃然正色，时而眉
头舒展、眼含笑意。站得累了，又或者
虽然天光已然消失，屋中场景仍是那样
刺眼，他缓步走到厨房门口，对着黑板
一样的夜，十指交叉扣在头顶，如一个
被压紧的弹簧蹲到地上。

陆建芬推了推他的背，想在他屁
股下塞一根板凳，他却没有理会。直
到蹲得双脚麻木他才站起身来，仍是
对着夜，仍是以夜一样的沉默检视挂

在夜空的那张并不存在的网。他默默凝
视着它们，它们也默默凝视着他。他有
很多话想要说，然而，他的心里堵得厉害，
一直堵到嗓子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少管闲事，你偏不
听。是陆建芬在身后说话。陆建芬的声音
和平常不太一样，似玻璃被钢丝刮蹭过，像
糊在音箱上的纸黏得不牢，走风，听起来
粗楞楞的，带着毛边。李桂林眼前的天更
黑了，那一张网却因此更加分明地浮现出
来。他听到喉咙处咕嘟响了一下，接着，
从心里堵到喉咙的东西坍于无形。陆建
芬的埋怨引出了他心里的话：那些“闲事”
不该管吗？管错了吗？阿木尔布和木乃
索拉扯皮，木乃布哈三兄弟打架，我要不
管，说不定就出了人命。我们赶鸭子上架
给村里人看病治病，虽然也有风险，卫生局
一旦知道了肯定还有话说，但是站着说话
不腰疼，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至于找李
威舅舅拉赞助，给一家一户引水，如果这样
的闲事也管错了，天理又在哪里？

也不管李桂林咆哮如一头狮子，不管
接下来的话会不会火上浇油，陆建芬以凛冽
口吻反问他道：这些当然都没有错，都不会
得罪人。但是，你怎么就不想想那些让人不
舒服的事，想想有些人被你弄得没头没脸。

99 心里堵得厉害

勺园“幽居之乐”，几可直追陶
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殊为可惜的是，米万钟如此钟
情的“风烟里”，早已消逝在历史的
长河中。在清初顺治年间，王崇简
应米万钟之孙米紫来之请写《米友
石先生诗序》时，勺园已破败不堪。

好在《勺园祓禊图》和《勺园修禊
图》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勺园修禊图》是一幅手卷长轴，高仅30
厘米，长却近3米，读时自右向左，随着
手卷的徐徐展开，昔日勺园的风景一一
展现在我们的面前。1992年，学校复制
《勺园修禊图》以广流传，又适逢北大
《国学研究》创刊，侯仁之先生应约为该
刊作专文《记米万钟〈勺园修禊图〉》，而
这一年正是他来燕园的第六十个年头。

侯仁之先生在这篇专文中谈到，《勺
园修禊图》乃是他的业师燕大教授洪业
先生当年所得。洪先生将其珍藏在校图
书馆，又尽收所及见之文献，作《勺园图
录考》。这是燕大最早研究勺园和燕园
古园林的著述。侯先生文章对《勺园修
禊图》的复归极为欣慰：“今昔量物悬殊”
“图中所见，几乎尽近虚幻缥缈之中”“然
则考其地望、辨其源流、追踪其来龙去
脉，虽已时移势易，而昔日勺园
风貌，犹可再现于今日校园之
中，是米氏写实旧作之弥足珍
贵者”，若以孙国光《游勺园记》
及孙国敉《燕都游览志》等史料
作披览《勺园修禊图》之参考，

“俾得心领神会而意境无穷矣”。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学校又根据

侯仁之先生的建议，在美国学者欧迪安女
士的资助下，将《勺园修禊图》精心复制，
并作为珍贵的校礼，赠送给捐资修建北大
图书馆新馆的李嘉诚先生和来华访问并
到北大讲演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等贵宾。

吴彬所作《勺园祓禊图》原收藏于清
末重臣翁同龢家中，其后人翁万戈先生于
2010年9月将此画赠予北大，由时任校长
周其凤接受，现亦收藏于北大图书馆中。

就这样，四百多年前的勺园风貌又得
以“再现于今日校园之中”。北大校园里
曾经有过这样的风景，实在是一件幸事！

更为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勺园的珍贵
之处还在于，米万钟以其高洁的人格和绚
丽的文采为燕园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文脉。
其后，从绵愉栖居鸣鹤园到司徒雷登开辟
燕园，都曾受过它的滋养。因此，要将这份
精神遗产和《勺园修禊图》一起予以承传和

弘扬。侯仁之先生《燕园史话》
还不止一次提及米万钟及其家
族与海淀、勺园这一带的渊源问
题。该书提到，1929年夏，曾在
燕南园迤西坡中，掘得米万钟之
父米玉（崑泉）的墓志铭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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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燕园的

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著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著

唐明安看过酒井一男的名
片，知道他是大日本棉麻株式会
社上海分社副理事长，工作地点
是上海市虹口怡和路2号。告别
了酒井一男，唐明安和张月霞与
江苏省委派来接站的同志，一起
赶赴省委报到。省委立即安排唐明安
到行动组、张月霞到交通组，并拿出一
些经费，让他们在南市老西门紫竹庵
附近，租一套临街的房屋，开设一家钟
表修理店，以此作为掩护，开展工作。

省委要求他们尽快熟悉住处周边地
形和建筑、了解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语言
特点，早日能够听懂、会说简单的上海话，
让他们练会唇语，以便在工作中遇有不便
与同志交谈时，就用唇语进行交流。领导
还嘱咐他们，上海的斗争形势非常艰险、
残酷和复杂，在对敌斗争中，既要坚定勇
敢不怕牺牲，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护自
己。如果不慎被敌人逮捕，一定要牢记：
只要敌人不掌握，就绝对不暴露自己身
份；在狱中讲求斗争策略，不犯急躁毛
病；坚定信念，坚信我党一定会胜利。保
护好自己，一旦出狱，继续为党工作。

熟悉住处周边的地形和建筑好办，
闲时在附近走走，记住胡同、街道名称，
以及一些建筑的风格、特点，掌握道路走
向和通达情况。了解上海人的生活习
惯也不难，只要经常注意观察就行。但
这语言要听懂，并且会说可是个难题。
于是，唐明安和张月霞就经常向前来修
理钟表的顾客和街坊邻居求教，他们从

简单的日常用语学起，由浅入深，一个多月
的时间，也能听懂和会说一些简单的上海
话。并且按照组织的要求，唐明安和张月
霞相互认真地观察各自说话时嘴唇的变
化，理解默记各种语句的口形，互相解读说
话内容，使得他们的唇语也有很大提高。

老天阴阴郁郁，一大早就开始落雨。
受雨天影响，钟表修理店一上午没有顾
客。看着外面的天气，唐明安拿出前几天
的报纸翻阅。张月霞搬过一张椅子，面朝
门口坐着，一边看着门外行人稀少的马路，
一边想着独自在家的妈妈。“啪”的一声，就
听唐明安一边拍桌子，一边低声骂道：“可
恶的蒋介石，我唐明安与你不共戴天！”张
月霞被吓了一跳，赶紧回过头来问：“怎么
回事？”此时，唐明安已把手中的报纸扔在
了地上，身体在颤抖，眼里溢出了眼泪。张
月霞回身关上临街的房门，捡起地上的报
纸一看，只见在报纸第三版右侧有一个标
题：《力行社出战告捷，叛逆嫌犯一家遭
毙》，内容是说唐明安不尊蒋总裁训令，自
日本回国后隐匿其身，不到南京就职，有叛
逆之嫌，总裁下令追捕，今在其家乡安徽桐
城因拒捕被击毙。逆妻乃一悍妇，不明法
理，在抓捕唐逆过程中，为掩护其逃跑而袭
击执法人员，也已被当场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