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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供直通车

打开新销路
本报记者 王音

静海区着力完善长效机制推动乡村“颜值”再提升

让人居环境与产业发展“美美与共”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任海娇

摄影 李坦峰 周作恒

生产生活环境好不好，直接决定了乡村振兴
的底色和成色，如何进一步夯实乡村振兴根基,让
美丽如画的乡村图景能够永在回眸处？静海区通
过常态化、长效化的环境整治工作回答这一问，并
朝向这一目标不断迈进。

扮靓美丽家园

你我皆是“主角”

走进独流镇八堡村，庭院门前昔日堆放的柴
垛已不见踪影，整齐的房子、干净的道路，加之空
气中弥漫着的花香，让整个村庄生机勃勃。
为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独流镇八堡村“两

委”班子通过入户宣讲、“大喇叭”广播等形式强化
环境整治宣传力度，增强村民主人翁意识，进一步
营造人居环境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浓厚氛围。
八堡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刘洪齐介绍：“针

对村内空地、无人居住庭院、田间地头、树林带等
易积存垃圾地块，村‘两委’班子动员各方力量进
行彻底清理后，划片分配给环卫工人管理。同时，
村干部、三级网格员、村民代表做好日常监管工
作，层层压实责任。”
据了解，独流镇按照静海区大力推进的农村

全域清洁化“百日攻坚”工作要求，针对各村易
反弹点位，加大整治工作力度，全面落实镇、村
工作职责，以全域清洁为目标，坚持常态化管
理，强化思想引领，不断提升村民自觉意识，努
力构建政府、市场主体、村集体、农民群众多方
共建共管共享格局，为村民提供更加舒适、宜居
的生活环境。
张民彪是八堡村文明实践站的一名志愿者，

村里的“大事小情”他都积极参与，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自然也少不了他的身影。他说：“作为一名志
愿者，我有责任和义务发挥表率作用，与村民携手
维护环境卫生，共建美丽宜居乡村。”
随着人居环境越来越美，村民的思想行为和

精神面貌也跟着一起改变，大家都养成了爱干净、
爱护环境的良好生活习惯。
在静海，像张民彪一样的志愿者都在以不同

的方式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不断地献智献力。
日前，静海区杨成庄乡联合团泊鸟类自然保

护区管委会和静海义工队共同开展《天津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宣传健步行活动。来自静海义工
队和杨成庄乡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们向游
客和行人发放宣传资料，劝导不文明行为，并对沿
路的垃圾进行清理。
“通过这次活动，我看到了家乡的美丽，也进

一步意识到环境对我们的重要性。倡导文明行
为、践行文明条例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希望通过
我们的行动，带动更多的人成为文明实践的参与
者和受益者，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静海义
工队志愿者沈桂珍说。
据介绍，此次活动是对《天津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的一次再宣传再推动，也是深化“迎盛
会、铸忠诚、强担当、创业绩”主题学习宣传教育
实践活动工作的一次具体实践。志愿者用行动
倡导绿色健康的文明风尚，在实践中激发团结拼

搏、乘势而上的干事热情。

垃圾分类

让绿色生活方式成习惯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垃圾分类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环节。《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已施行一
年多的时间，为全面有效贯彻落实该《条例》，静海
区发动各部门单位、乡镇街道持续开展垃圾分类
宣传活动，让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在基层落地生
根、深入人心。
“麻烦您把厨余垃圾投放到这里。”
“请您把电池等有害垃圾挑出来。”
……
在西翟庄镇西翟庄村，作为分类桶站值守人

员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付玙璠正在认真查看
垃圾分类情况，并逐一指导村民正确投放，通过及

时劝阻、正确引导、加强宣传等一系列举措，从源
头推进村内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不断提升垃圾分
类知晓率、参与率和投放准确率。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不仅要身体力行地做

好垃圾分类，更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村民参
与到垃圾分类中。同时，定期开展入户宣传，组织
分类游戏，养成绿色健康的生活习惯，一起保护环
境、守护家园。”付玙璠说。
据了解，静海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形成

区级统筹、街镇组织、社区（村）推进、物业落实的
四级创建单元，建立引导员督导员两支队伍管理
模式，严格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
度，建立“居民自觉+责任人监督”双模式运行机
制，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主体责任全覆盖，切实
提升垃圾分类实效。
静海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马娟娟说：“我

们以创建垃圾分类示范村和垃圾分类示范街镇为
切入点，积极探索符合农村特点和农民习惯的垃
圾分类模式，推进‘户分类投放、村分拣收集、街镇

分类运输、区无害化处理’的分类收运处置体系建
设，不断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同时，静海区还制定了《静海区生活垃圾分

类箱房建设方案》，围绕规范分类运输这一重要
环节，本着“物业先行”原则，在静海镇、朝阳街
道、华康街道、团泊镇、大邱庄镇等5个乡镇街道
的98家物业小区建设完成171座分类箱房。在
完善分类收集设施的基础上，有效提升居民社区
环境。
为切实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实效，静海区将持

续完善分类收集、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分类处置
全链条体系，持续推动分类箱房建设，大力开展
分类宣传活动，严格规范分类运输，强化分类处
置监管。

健全管护长效机制

环境整治与产业发展“双赢”

如果说干净整洁优美的人居环境是乡村振
兴的基础，那么，将生产生活环境治理与产业发
展有机融合则是对乡村振兴的深层考量，静海区
通过不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管护长效
机制，努力营造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整治齐抓共管
的新局面。
走进独流镇七堡村，不难发现，很多新建的房

屋地基都高于路面。村民赵正旺告诉记者：“村子
地势低洼，以前每逢下雨都会积水，出门趟水是雨
季常态，胡同里积水更加严重，只能靠人工抽水才
能把水排出去。”
临时抽水治标不治本，村“两委”班子下决心

“治水”。
“村内的废弃沟渠容易积存垃圾和废弃物,

既影响人居环境，也造成资源浪费，所以我们村
‘两委’班子从废弃的沟渠破题，解决困扰村民
的生产生活难题。”七堡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
宫耕说。
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七堡村“两委”班子

于2021年对村内1.5公里的废弃沟渠进行清淤治
理和翻新再利用，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村民
的雨季排涝难题，也为春耕作业提供有力的水利
支撑，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双赢”的两得之举在
七堡村得以实现。
今年，农户孙建林种植的2800多亩小麦及时

喝上了“返青水”，他告诉记者，翻新修建的水渠
为春耕作业提供了便利条件，节省很多人力、物
力，浇水进度提高了很多，他种植的小麦一个星
期就能完成浇灌。农耕作业效率的提升，加之节
水灌溉设备的助力，孙建林种植的小麦每亩预估
可以增产100公斤左右，玉米每亩可以增产200
公斤左右。
乡村是畜禽养殖发展的聚集区，加快推进畜

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既关系到畜牧
业可持续发展,又关系到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
的改善。
静海区根据国家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

的总体要求，积极探索粪污集中处理中心的投
融资和粪污处理工程持续运行长效机制，推广
应用种养结合还田利用、有机肥加工等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在全区建设完成9个粪污集中处
理中心。
根据畜禽粪便特点和生产需要，形成了畜

禽场固体粪便发酵有机肥、奶牛场粪便场内垫
料回用、猪牛场液体粪肥水肥一体化利用粪污
以及厌氧发酵能源化利用等多元资源化利用
渠道，进一步推动畜牧养殖业绿色循环发展。

连日来，北辰区双街镇双街种
植养殖合作社果蔬采摘园种植的
30余亩、共计7万多棵有机菜花到
了成熟上市的时候，预计总产量将
超过6万公斤。然而，突如其来的
疫情打乱了合作社的销售计划。由
于运输不畅，原本计划销往外省的
菜花，一下子“堵”住了销路。
错过了最佳采收时机，会影响

菜花品质，给合作社造成经济损
失。想到这，双街种植养殖合作社
果蔬采摘园经理刘建心急如焚：“咱
得主动寻找替代销售的渠道，不能
让菜花烂在地里，让村民的辛苦打
了水漂。”
说着就行动起来。在销售方

面，合作社开始采取外销、内供
“双轨并行”，侧重联系本区的蔬
菜批发商，尤其是位于附近的韩
家墅菜市场商贩来收菜花。与此
同时，合作社想到在双街辖区的
双街新邨、新家园、新城以及上河
花园等社区，居住着两万多名居
民，如果把“果蔬直通车”开进社
区，不仅方便了因疫情出行不便
的群众，也为采摘园的农产品找
到了新销路。
于是，合作社利用原有的、已

经成熟的双街果蔬专卖销售渠道，
将更多新鲜的农产品送上了“果蔬
直通车”，直接配送到了居民的家
门口。
“疫情期间，大家出去买菜不方

便。正好咱门口就守着双街采摘
园，菜从田间地头直接送进了社区，
大家吃着新鲜也放心。这样的便民
举措真是一举两得！”上河花园社区
居民王维新挑了满满一兜子菜，乐
呵呵地说。
据了解，菜花种植区域仅是双

街果蔬的应季蔬菜品种。目前，双
街村已建成占地1000余亩的果蔬
采摘园园区种植，蔬菜瓜果四季不
断档，实现了反季节不间断地供应
市场。同时，配套的2000余亩葡萄
园、花卉博览园等农产项目已形成
新的综合农业载体。村里正着手打
造新的农业品牌、品种、品质、品位
策略，实现现代农业“加速跑”，助力
乡村振兴。

与我和姑母从天津同行前往
北京的还有一位时任日本九州产
业大学教授的横山永三先生。横
山先生是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先
生的弟子，曾是日本国立山口大学
的教授，是一位老舍研究专家。当
时我和横山先生带着两所大学的学生
们正在南开大学短期留学。横山先生
听到姑母要我陪同去北京会晤溥任先
生的电话，便也随我们去了。

我请大家在什刹海银锭桥旁的“烤
肉季”吃过午饭后，我们才返回天津。

1981年“杜甫研究学会”第一届年
会，姑母应邀参加，大会放映了一部介绍
杜甫的影片，整个影片都配有杜甫诗的
吟诵，姑母觉得吟诵的声调极好，就向人
询问吟诵者是谁。后来经范曾先生告
知吟诵者是文怀沙先生，并且陪同文先
生到姑母下榻的宾馆中去相聚，文先生
曾当面为叶先生吟诗。1999年12月31
日上午，文先生亲自到察院胡同祖居来
拜访叶先生。那天我也在家中，遂与文
先生相识。两位文学大师在东厢房内，
从金圣叹评才子书谈起，各抒见解，火花
碰撞，让正巧从日本回京过年的我直听
得酣畅淋漓。畅谈了足有两个多小时
文先生方才离去。虽然我在旁边一边
听一边用摄像机拍摄，而且还不时腾出
一只手用照相机照相，但由于事情来得
实在太突然，录像带不够用，未能将两位
大师对谈的内容尽数记录下来，照相机
上的时间“年月日”也没设定对，事后一

再懊悔不已！
此后，叶先生与文老除了共同出席一

些学术会议外，还通过我有过多次著作书
籍赠答。因为我很喜欢和爱戴文老，每次
回京，只要是文老方便的时候，我都会去看
望他，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多年以来，叶
先生一直倡导和呼吁延续中国诗词的吟诵
传统，并且主持着一个有关中华诗文吟诵
研究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曾经数次对我
说及特别希望能够获得文老吟诵《离骚》的
录音。2018年年初，文老因在北京的居所
“永安宾馆”改建，而暂时移居到日本东京
其长子家中。5月上旬，姑母特意让我从福
冈前往东京看望文老，并带去问候。我是
上午10点半左右到达的，陪文老聊了许
久，直到下午1点半才与文老共进了午
餐。临走时，文老将弟子空林子女士所著
诗集交由我代转叶先生，并约定等到6月
份我再到东京看望文老，届时文老将为叶
先生吟诵《离骚》录音。5月下旬，我飞到天
津，将书转交给了姑母，姑母也将一册《独
陪明月看荷花》（叶先生的诗歌创作选集，
英文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
版）作为答谢交由我带回日本转呈文老，扉
页上写的是“书中诗词皆为译者所选，非我
本人自选，固不值方家之一哂也。迦陵”。

25 两位文学大师的会面

人们“发现”，中国宝塔在一座
基督教大学的情景中居然也很“契
合”。唐克扬在《从废园到燕园》一
书中，把宝塔与教会学校的这种
“契合”称为“性质上基督化，气氛
上中国化”，而且是燕园“中国化的
巅峰时刻”。认识趋于一致后，即开始实
施。最终选择了以通州燃灯塔为蓝
本。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采用中国宝
塔形式会比一般水塔增加不少额外开
销，这一笔钱却尚无着落。博晨光教授
远在美国的叔父知道后，慷慨应允填补
这个高昂差价。而最热衷这一方案的
鲁斯和捐助人博晨光的叔父，都曾在通
州那所作为燕大前身的华北协和学院
工作过，他们对通州、对作为通州老城地
标的燃灯塔很熟悉，很有感情。燃灯塔
始建于北齐，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
历史。塔高56米，是北京地区现存最高
的密檐式古塔。塔级十三，为佛塔中的
最高层数。因塔内供奉燃灯古佛石雕
像一尊而名。作为一座实心砖塔，它不
像一般楼阁式佛塔那样可以登临远眺，
但却独具古朴雄浑之美。它属密檐塔，
塔檐紧密重叠，几乎看不出楼层。该塔
建造上有很多奇特之处，如一般塔的拱
肩壁部位都是空的，唯独它有
424尊小佛的造型。又如整个
塔共有风铃2248枚，堪称世界
之最。如此多的风铃，微风一
过，即叮当作响，给宝塔带来
无限灵动之气。

燕园所建宝塔即以此塔为模本，也
为十三层，不过体量要小得多，高亦仅
37米，全用钢筋水泥建筑，仿木构效果
甚佳。中空，有螺旋梯可通塔顶。

为纪念博氏家族对燕大的贡献，此
塔即命名为“博雅塔”（博晨光旧译为博
雅氏），同时也合燕大提倡的“博雅教育”
之意。

博雅塔作为未名湖的点睛之作，于
1925年9月基本建成，是一个集实用、艺术、
哲学为一体的典范之作。湖塔相依，成就
了燕园的一种品格、一种气质、一个经典。
所以，唐克扬《从废园到燕园》一书将博雅塔
的落成视为燕园“中国化的巅峰时刻”。

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它有传播基
督精神的使命，司徒雷登却要使它“中国
化”，成为“安静的精神至上的”博雅教育
场所；墨菲要实现将它建成仅次于故宫
的“中国复兴式”建筑的梦想，而校景委
员会则又希望它成为真正的园林化校

园。这诸多不尽相同理念的灌
注，使燕园的建筑不是冷冰冰
的，而是有特色、有温度，甚至
是会说话的。

下面，就让我们对燕园的
主要建筑做一番巡礼。

54 湖塔相依成经典 72 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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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燕园的

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著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留在屋中要对新娘施暴的，是
在烟馆门前杀死新郎的凶手。这
小子让和他同来的那个日本浪人
退出去，便把新娘摁在了炕上。新
娘拼命反抗，这小子拔出腰刀，顶
住新娘的前胸，大声吼道：“花姑娘
的！再不顺从我，让你和你的新郎一
样，死啦死啦地！”就在新娘生命危急之
时，一句日语传了过来：“八嘎！欺负中
国女人会激起民愤，对我们在这里执行
任务不利！”日本浪人听到有人用日语
训斥他，就转过身来，见面前站着一个
中国农民打扮的年轻人，他问：“你的什
么的干活？怎么会讲日语？”唐明安用
日语回答：“我是大日本华北驻屯军情
报科少尉小岗松一，来这里执行任务。”
日本浪人不服气地说：“你执行你的任
务，我花姑娘的干活，关你什么事？”他
瞪着双眼，满脸的不服气。“我已经告
诉你了，这样做会影响我们的行动计
划！”唐明安说着，上去就抽了日本浪
人一个嘴巴，趁他愣神的工夫，一个锁
喉动作，就箍住了他的脖颈，日本浪人
拼命挣扎，新娘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起身后呆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还傻站着干什么？不为你丈夫报

仇了？快动手啊！”唐明安对新娘大声
喊道。新娘醒过神来，抓起一把大瓷
壶，狠命地砸向日本浪人的头顶，破碎
的瓷片深深地扎入了日本浪人的头部
和脸上，鲜血一下子涌出来。日本浪人
本来就被唐明安弄得快要断气了，头部

又被新娘用瓷壶狠狠地一砸，蹬了两下
腿，上阎王爷那里报到去了。唐明安把日
本浪人放到地上，对新娘说：“你的仇已
报，赶快离开这里吧。”新娘双膝跪下，给
唐明安磕了个响头：“感谢救命恩人！”，之
后，便匆匆地离开了。

在另一个房间抽大烟的日本浪人，烧
了一个烟泡儿，觉得同伙要做的美事也该
做完了，就哼着日本小曲儿走了回来。一
推屋门，门没上闩，他迈步就进，刚一探头，
头顶就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了一下，眼前
一黑，身体瘫倒在地。唐明安把门关好，蹲
下来，用一只手按住他的脑袋，一只手捂住
他的口鼻不让他喘气，不一会儿工夫，这个
日本浪人也呜呼哀哉了。唐明安将两个日
本浪人的外衣，全都扒了下来，开始琢磨怎
么处理这两个人的尸体：拉到外面埋了，无
法掩人耳目；扔在屋里不管，自己刚一离开
就会被人发现，还会给稷将军带来危险。
思来想去，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走出屋门，
来到烟馆老板喝茶的屋里，向他一边招手，
一边用日语说：“你来一下。”烟馆老板虽然
听不懂日语，但看唐明安的手势，明白是让
自己跟着走，他一边疑惑地看着一身农民
打扮，又会说日本话的唐明安，一边身不由
己地跟随唐明安，走出了自己的房间。

人民出版社

我与姑母叶嘉莹

叶言材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