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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授技
助力小站稻丰收

本报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 毛建芳 薄梦佳

东丽区发力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打好“新特牌”激发新引擎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刘国栋 摄影 孙立伟

静海区提升改造51座公厕

乡村新貌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张宸齐

“大棚增加了，蜗牛也多了，今年的收益铁
定差不了。”12日，在东丽区无瑕街道信泰农业
园，冯秋霞指着新建的蜗牛养殖棚高兴地说，
“养殖蜗牛，是一个致富的好产业，这条路我走
对了。”
像冯秋霞一样的特色养殖户是东丽区助力

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东丽区瞄准高效
农业，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在“新”字上
做文章，在“特”字上出效益，不仅使传统种植养
殖业焕发出新活力，也拓宽了农民致富的道路。

小蜗牛爬出致富路

戴上头灯、穿上鞋套……12日傍晚，冯秋
霞掀开蜗牛养殖棚门帘一角，温暖的潮气扑面
而来，一个个方形的养殖池中，密密麻麻几乎鸡
蛋般大的蜗牛正在“用餐”，发出了“嚓嚓嚓”的
声音。
冯秋霞饲养的蜗牛叫白玉蜗牛，富含钙质

的蜗牛壳，可以作为饲料的原料；蜗牛肉味道鲜
美，高蛋白、低脂肪；蜗牛黏液是化妆品的原料；
蜗牛粪便是较好的有机肥……用冯秋霞的话
说，“白玉蜗牛浑身是宝”。
近年来，东丽区把发展现代特色种植养殖

产业作为引领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
重要途径。2019年，看准白玉蜗牛的市场发展
前景的冯秋霞，萌生了养殖蜗牛的想法，专门去
湖北一家蜗牛养殖基地学习养殖技术。“由于南
北方养殖环境温湿度存在明显差异，用照搬照
抄学到的技术去养殖，显然不行。”学成归来的
冯秋霞刚一着手就碰了壁。
“养殖土温度低于18℃，蜗牛就不能正常

产卵了。”经过区农业农村委专业技术人员的指
导，冯秋霞摸索出了一套从测量到控制温湿度
的办法。她在蜗牛养殖棚的墙壁上每隔3米挂
个湿度计，每个养殖池中再插一个温度计。每
天天刚蒙蒙亮，她来到蜗牛养殖棚的第一件事，
就是挨个儿查看温湿度计的度数。
“夏天用空调，冬天铺地暖，温度好解决，

关键是湿度。”冯秋霞指着大棚的顶部挂着的
塑料膜说，“这就是增加湿度的‘秘密武器’。”
说着，她拿起地上的喷雾枪，对着塑料膜喷射
起来，白雾在塑料膜上凝结成小水珠，养殖棚
顿时变得闷热起来。
在冯秋霞的精心照料下，蜗牛数量逐月增

加，养殖棚的数量也从原来的4个增加到12
个。冯秋霞说，他们的蜗牛养殖基地已发展成
为目前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特种养殖基地，
“蜗牛种牛已达到200万只，单是去年一年销
售额就超过了500万元”。
自己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冯秋

霞成立了百盛安（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几
年时间把蜗牛养殖、销售各个环节全部畅通，带
领附近农户一起养殖致富。养蜗牛能赚钱吗？
每每遇到农户们的疑问，冯秋霞都会给他们算
一笔账：一组蜗牛2000只，每年至少产4次卵，
每次产卵大约会带来4万元的收入，一年就是
16万元。为了进一步打消农户们的顾虑，冯秋

霞手把手教技术，还承诺统购统销。大家吃了“定
心丸”，纷纷加入养殖蜗牛的队伍。目前，冯秋霞
带动发展了100余户农户。
“下一步，在区农业农村委的支持下，我与合

作的农户准备扩大规模，发力深加工业，延伸产业
链条，继续把蜗牛产业做大做强。”冯秋霞谈到未
来的发展，自信满满。

瓶中蘑菇开出幸福花

不仅是养殖业，在种植方面，东丽区把发展适

销对路的高效农业作为目标，把农业龙头企业做
强，把优质农产品分量做重，助力农民增收。
走进位于东丽湖的食用菌生产基地，便见一派

繁忙的生产景象。在这里，每天都会有约15吨真姬
菇经过分拣、包装、装箱发往全国各地。
在德盛菌业公司的瓶栽真姬菇培养房中，缕缕

白雾缭绕，排排货架矗立，上面整齐地放满了一瓶
瓶身体洁白、个头修长的白玉菇。“真姬菇栽培品种
有两个品系，浅灰色品系称为蟹味菇，纯白色品系
称为白玉菇。”总经理伊格禧饶有兴致地说，蘑菇在
生长过程中，控制温湿度是关键，他的智能化生产
车间，都是由计算机系统自动调控。
德盛菌业的生产车间全套自动化、智能化，高

速传送带连接着每个车间。“多亏政府的好政策和
技术支持，帮我规划建设厂房。”伊格禧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目前，公司全部实现了绿色生产。”
培养基是真姬菇生长的土壤。来到培养基配

料车间，伊格禧指着一台大型的搅拌机器说：“咱
们的培养基原材料是豆秆、玉米芯、木屑、麦麸等
农业生产废弃物，按照配比混合后，利用现代生
物科技让其充分发酵，栽培后的废料还是优质有
机肥。”
将培养基装入瓶中后，要进行高温高压灭菌，

然后接种。“灭菌温度有126℃，特别是真姬菇的接
种车间，对卫生要求非常高，比医院手术室还严
格。”伊格禧表示，基地用工业化模式生产农产品，
采用空气净化技术，将作物生长环境与病菌、虫害
隔离，从源头上避免了病虫害的侵害，杜绝使用农
药，确保食品安全。“一株真姬菇从接种到菌丝培
育，再到搔菌、育菇及最后的采收，整个过程需110
天的时间。”
搭上了政策的快车，伊格禧的蘑菇事业越做越

大，但他致富不忘乡邻。伊格禧每年都会向相关企
业和种植户选育推广优质品种，去年带动20家企
业、10余户种植户发展蘑菇种植业。“我们和各大高
等院校联合研发、培育新品种，品种好，栽培出的蘑
菇口感就好，市场认可度就高，种植户的收益就
高。”伊格禧说，希望带动村民一起，好好研究这个
产业，提供安全可靠的食品，满足市场需求。

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眼下，东丽区正实施精深农产品加工升级工
程，依托绿色蔬菜产业基地、工厂化食用菌生产基
地，开展净菜加工、深加工及配送业务。
未来五年，东丽区将对照北部产业融合示范

区、南部生态文化示范区以及西部高效农业示范
区的空间格局，科学统筹各片区发展定位，凸显
个性化与特色，扩大西红柿、食用菌、葡萄生态种
植面积，培育数字农业、体验农业、生态农业、电
商农业、创意农业、定制农业等新型业态，增加农
民收入。
同时，东丽区还加快推进农业品牌振兴实施方

案，按照全产业链建设思路，通过改良种植技术、丰
富种植品类、改善设施条件，推进高效生态农业发
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支持农产品进行二次加工，提
升农产品附加值；植入、深挖特色农业中文化、旅游
元素，打造多元文化展示、活动空间，扎实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推动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民
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昨天上午，在静海城区的一处公厕提升
改造现场，工人师傅们正在抓紧进行公厕内
部结构施工，记者看到，公厕上下水管道已
经安装到位。
“这个公厕内部设施比较简陋，到了夏天气

味非常难闻。现在看见施工队在对公厕进行改
造，村民们都非常高兴，真是给大伙儿造福了。”
说起被改造的公厕，静海区静海镇东五里村村
民申世明深有感触地说。
按照创建国家卫生区的相关标准要求，静

海区委、区政府把城区老旧公厕提升改造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列入静海区2022年民心工
程重点推进。结合农村全域清洁化“百日攻坚”活
动，静海区扎实推进“厕所革命”，全面加强美丽乡
村建设。

据介绍，此项工程共动用5个工程队对51座
公厕同时进行改造。在此基础上，区城管委充分
听取居民群众意见建议，将“节约型”设计理念贯
穿公厕改造全过程，并兼有个性化设计，提高居民

群众的认同感和满意度。
“提升改造后，这51座公厕全部达到三类以

上标准，厕内设有冬季保温采暖设备、无障碍厕位
等便民设施，洁具全部采用感应式自动冲水设施，
在实现节水效果的同时，配合通风除臭设施，能够
有效减少公厕内的异味。”静海区垃圾分类处理中
心主任齐远说。
改造后的公厕投入使用后，区城管委将加强

环卫保洁服务力度，加大管护范围，给居民群众营
造干净、卫生的如厕环境，提升居民群众日常生活
中的幸福感。

连日来，在武清区黄庄街道一大片高
标准农田里，稻农们正忙着劳作。令人惊
喜的是，有两台播种机正在进行水稻旱地
直播作业，特别省事，稻农们非常开心。
市农科院小站稻科技服务站站长苏

京平介绍，为助力小站稻振兴，他们今年
把小站稻旱地直播技术带到这里，传授
给稻农们，目的就是帮助他们减少生产
成本。与此同时，他们还把旱地直播稻
种“金粳518”带来了，确保小站稻稳产
高产，让农户们增收致富。
在直播现场，多位专家现场指导，吸

引了很多稻农前来倾听。
“小站稻旱地直接播种后，要浇一次

水，为的是确保出苗率好。大概一周出
苗后，可以再浇一次水，这样出土的秧苗
可以做到苗齐、苗壮，为小站稻高产打下
坚实基础。”市农科院作物研究所所长王
胜军对稻农们说，“对于插秧的稻田，不
要选在大风天气里插秧，以免发生倒伏，
影响水稻正常生长。”
一位姓王的稻农高兴地说：“我原来

没种过小站稻，对旱地直播、育秧、插秧
等根本不懂，特别需要专家指导。让我
高兴的是，为帮助我家种好小站稻，市农
科院专家主动前来帮忙，不但带来了好
种子，还多次前来对水稻旱地直播、育
秧、插秧等进行技术指导，我对种好小站
稻充满了信心。”
武清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1年，武清区与市农科院签订了全
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展全国农业科
技现代化先行县共建，其中一个重要内
容就是要全面推广天津小站稻的试种。
为此，市农科院作物研究所把武清区黄
庄街道这个水稻种植基地作为帮扶基
地，带来了20多个水稻新品种，除“金粳
518”外，还有“金稻919”等一大批高产
优质品种，无论是在品质还是产量的提
升方面，对于帮助武清区稻农种好小站
稻都将起到很好的推广示范引领作用。
去年，市农业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与武清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签订“小站稻
全产业链技术服务”战略合作协议书。
他们先后助力天津市华铭家庭农场、天
津市德虎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天津
建如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天津市傲然
家庭农场等近10个新型经营主体发展
优质小站稻种植。注册自有大米商标近
20个，打造“秋日思米”“金穗思秋”“上
马台佳傲然大米”等主导小站稻品牌3
个。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武清区优质
小站稻种植面积已经发展到3万多亩，
促进了农民增收。

李先生回赠给叶先生两首诗：
一渡同舟三世修，卅年一面意

悠悠。南开园里重相见，促膝长谈

疑梦游。

诗人风度词人心，传播风骚海

外钦。桃李满园齐赞颂，终生难忘

绕梁音。

（《李霁野文集》第三卷《赠叶嘉莹教

授（二首）》）

由此可见李先生写作旧体诗之功
力，以及他对叶先生的知赏。

1979年4月，叶先生抵达天津，那
时的天津因刚遭遇1976年7月28日的
“唐山大地震”，房屋倒毁很多，街道上
和海河边还到处都是“抗震棚”。5月，
我因报名参加高考遭到单位领导阻挠，
到天津向姑母求助，希望她能给教育部
写信反映情况，帮我解决报名问题，因
为她当时是由教育部和国务院外专局
负责接待的。记得当时姑母被安排住
在解放北路的“天津饭店”（今“利顺德
大饭店”），我是傍晚到达的，第二天上
午陪她去了云南路李先生家探望，下午
返回北京。

年代已久，记忆也已模糊不清，依稀
记得陪姑母去拜访陆宗达先生的情形。
陆先生是中国训诂学大师，曾任教于辅
仁大学，据说当年给学生讲解《说文解
字》时，眼睛根本不用看书，就能娓娓道
来，待讲完一部分，才告诉学生刚刚讲的
是第几页的内容，用手中所执的一根细
竹签，不经意地向书中一捅，便是所讲之

页……当年，叶先生与堂兄叶嘉榖先生（我
称“大爷”）同学于辅仁大学中文系，只是所
属甲、乙二组不同，甲组学习声韵文字为主，
乙组学习文学（诗词曲）为主。叶嘉莹先生
在乙组，师从顾随先生，叶嘉榖先生则属甲
组，所以曾师从陆先生学习。新中国成立前
夕我大爷去了台湾。后来他听说叶先生回
大陆，便委托代为看望自己的老师陆先生。
应该是在1982年春节前后。陆先生家住前
青厂胡同，找到他家时大约离平常人家午饭
时间还早，进屋看见，靠窗一面是砖炕，陆先
生盘腿坐在炕上，面前摆着一张小炕桌，桌
上放着一个直径有蓝边儿碗大小的煤油炉
和一瓶酒、一个酒盅及醋碟儿，炉上烧滚了
一小锅水，跟我们说话的同时，陆夫人便包
好了两个饺子放入小锅，待陆先生吃完，再
包两个……我才知道陆先生吃饺子是两个
两个地煮，甚是少有。此情此景在我的脑海
里徘徊了很多年，直到2006年5月，我在北
京钓鱼台国宾馆参加国侨办的一次宴会上，
遇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
嘉璐先生，许先生也曾是陆先生的学生，我
向他谈起了这段往事，他笑道：“这就是陆先
生的讲究之处！”

当时不好意思打扰陆先生用餐，所以
没有照片留下，很是可惜！

11 陆宗达先生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按
原貌对西所进行了修缮，部分地再
现了承泽园的往日面貌。工程结
束后，侯仁之先生题写了“承泽园”
三字于石碑之上，立于西所院内，
并有石碑记其盛。现在北部又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所用。

承泽园的第一位主人英和（1771—
1840），幼名石桐，字树琴、定圃，号煦
斋，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官至户
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加太子
太保衔。

英和工于诗文书画，有着很高的
艺术修养，他的依绿园颇多江南景致
和文人意趣。园中营造有卷阿承荫、
信果堂、味道斋、槐荫轩、得佳亭、再思
居、振秀精庐、守真堂、拂云山馆、却雨
廊、林水翳然、致爽楼、听泉榭、知乐矶
十四景。

贾珺《北京私家园林志》对其园林
景观的文化内涵做了探究：园名“依
绿”，出自诗圣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
山林》诗中“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
句。“得佳亭”，用晋代大诗人陶渊明《饮
酒》名句及诗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
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林水
翳然”，用《世说新语》晋简文
帝入华林园典故，“简文帝入
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
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
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

来亲人”，其景为“有屋五小楹，景物近濠
濮”。“知乐矶”，用《庄子》“濠濮知鱼”的典
故：庄子与惠子游濠梁之上。庄子说：“鲦
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说：“子非
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
我不知鱼之乐？”

其他一些匾额题名，也多有文化含
量，如：“信果”，信仰佛教的“三世因果”；
“守真”，道家的“抱朴守真”；“再思”，导源
于儒家的“三思而后行”；园中正堂“卷阿承
荫”和后来园名中的“承晖”，亦体现了忠君
感恩的儒家思想。

关于园中景观建筑的性质、功能，有
些亦可据英和的诗句来推断。如：“烟云日
变幻，西牖一一收”，当是指西北部的“致爽
楼”，这座二层楼宇可以通过西窗远观西山
烟云变幻，又称楼中“如城好书摊，愧未精
校雠”，可见这是一座藏书楼。“山气夕真
佳，趣即于此得。小亭对西巅，苍然来暮
色。移置水之滨，规模本旧式”，这应是指

水边土山西侧的方亭。“屋角有老
槐，势与青天参”，这自是指因屋
角一株老槐而得名的槐荫轩。“夕
秀最宜振，佳构怀平原。窗虚远
峰列，波静斜阳翻”，这显然是说
面对西山夕阳的振秀精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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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安和稷世恒把日军侦绘
组组长的尸体抬到了长城墙下的
树林中。唐明安捡起他的手枪，又
和稷世恒一起走上敌楼，把望远
镜、发报机以及他们收集到的资
料、绘制的地图等，通通敛在一起，
装入日军的挎包内，两人背着一起走下
长城。来到马车近前，他们将东西放在
车上，稷世恒先上了车，唐明安随后坐到
车沿儿上，扬起马鞭，口中喊了一声：
“驾！”马儿便拉着车在路上疾驶起来。

傍晚时分，路边的山坡上出现了一
座寺庙。稷世恒对唐明安说，不要走夜
路，把车赶到庙中去，今晚就在庙里休
息。寺庙多年没人整修，一片凌乱，山门
早没了踪影，围墙倒塌了一大段。唐明
安牵马走到天王殿近前，把马拴在一棵
松树上。稷世恒想找一间好些的佛殿
住进去，他们来到中院看了看，大都是门
破窗残、墙壁出洞、房顶露天，感叹祖先
的文化遗产竟然被战乱破坏得这般狼
藉。不得已，他们又回到天王殿前。稷
世恒说：“这天王殿虽然窗户破损，门还
算完好。墙有裂缝儿，但还没有倒塌。
若是夜间出现风风雨雨，还能遮挡遮挡，
咱们今晚就住在这里吧。”唐明安表示同
意，从松树上折下几根带叶的树枝，走进
天王殿内。殿内的石供桌歪倒在地上，
莲花座上的佛像落满灰尘，还挂上了蜘
蛛网。佛像背后站立的韦驮，手中的宝
杵已没了踪影。两侧墙壁上绘制的四
大天王像，也已经脱落得斑斑驳驳，看不

出本来面貌。
唐明安用树枝当作扫把，把屋内清扫

了一遍，从马车上抱下干草铺在地上，又在
干草上放好褥子和夹被，让稷世恒坐下休
息，自己张罗晚饭。唐明安走到佛殿外马
车旁，从车上拉下一个口袋，拿回殿中，把
倒下的供桌扶起来，拽下窗户上的破布帘
当抹布，把供桌从上到下擦了一遍，从口袋
中拿出一些简单的吃食，两个人草草地吃
完晚饭便睡觉了。

天空上，半个月亮发出的光，从天王殿
窗户的破洞中挤进来，弄得殿内迷迷蒙
蒙的。唐明安躺在草上睡了一觉，起来到
佛殿外看看车马，又返回殿内，听着稷世恒
的呼噜声，他睡不着了，脑子里浮起了张月
霞的身影。月霞此时在干什么呢？是进入
了梦乡，还是在惦念我呢？我走后，钟表修
理店还营业吗？我们俩打给省委请求结婚
的报告，是否已经批下来了？唐明安胡思
乱想了一会儿，又有些犯困，他刚闭上眼
睛，就感觉到佛殿的前门外有动静，他立即
拿好枪，起身轻轻走到门边，顺着门的缝隙
往外看。月光下，有几个人影正在往佛殿
门前移动。唐明安回到稷世恒身边，用手
晃动他的肩膀，轻轻说：“将军快醒醒，佛殿
的前门外有人摸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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