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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新房子

过上好日子
本报记者 刘国栋 通讯员 高鑫

我市积极开展粮食生产良种良法示范集成推广

为津沽大地产出更多高产优质粮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陈忠权

多个优质小站稻良种在津沽大地选育成功，
让10个涉农区的稻农种上了高产优质稻；每年都
进行冬小麦、春小麦、玉米、大豆等优质品种选育、
展示，让津郊农户近水楼台先得月。大力开展秸
秆就地肥料化全量还田，推广使用性诱剂防治水
稻二化螟等新技术，粮食更高产，质量更安全，环
境更绿色。最近几年来，市农业农村委以天津市
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心为基地，组织一大批农
技专家积极开展高产粮食作物公益性示范、推广，
选育出了一大批良种，研发了多项绿色生态栽培
技术，做到了集约高效、绿色环保，为我市粮食生
产安全做出了贡献。

选育优良品种
让农田丰收农民增收

5月30日，记者来到位于宁河区的天津市优
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心，水稻插秧早已经完毕，稻
田里新栽的秧苗一片新绿。
育种专家于福安戴着草帽，蹲在稻田边，正仔

细查看新品种秧苗的生长情况。他告诉记者，这
是他们去年选育成功的一个新品种，最大优点就
是在保持高产的同时，还做到优质，蒸出来的米饭
比普通米饭更香糯绵软，稻农们给它起了一个好
名字：“软米。”
于福安介绍，这个品种是介于普通水稻和糯

米稻中间的一个新品种，直链淀粉含量在10%左
右，集合了良种水稻品种特色，是目前稻米市场上
的时尚品种，很多稻农都喜欢种植，因为稻谷价格
要比其他品种高，每亩可增收200多元。
在小站稻新品种试验田里，还栽种了“津原

891”“津原986”等多个新品种，吸引了不少种稻
大户前来参观。
承包了3000多亩稻田的种稻大户刘树岭介

绍，最近5年来，他承包的稻田面积不断扩大，效
益逐年提高，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选用优质高
产品种。比如，去年种的“津原89”，亩产量800多
公斤，比其他品种亩产高出100公斤左右。另外，
这些良种还具有抗稻瘟病、稻飞虱等病虫害的优
点，节省了很多病虫害防治成本。
最近几年来，小站稻育种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依靠的是一流的育种技术，依靠的是育种专家们
的拼搏精神，但也跟这里的良好工作环境密切相
关。天津优质农产品开发中心所属天津原种场办
公区，是国家级水稻原种场，具有国际国内先进的
育种、仓储、加工、检验设施，每年向津、冀、鲁、辽
等地区供应水稻原种300余万公斤，是我国北方
地区最大、技术力量最强的水稻原种繁育场。
多年来，他们在市农业农村委的全力支持下，

实现了“育繁推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
经营机制，选育了很多个“津原”水稻品种。特别
是最近5年来，在上级部门大力支持下，选育出的
“津原89”“津原U99”“津原E28”等品种产量高、
品质优、抗病虫害能力强，每年播种区域覆盖辽、
冀、津、鲁、苏（北）等地，面积超过500万亩。
水稻种植大户张首富去年承包了7000多亩

稻田，专门种植小站稻，每亩增收600多元，他特
别感谢天津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心。他介
绍，中心选育的都是常规水稻品种，种子价格每公
斤还不到10元，很便宜，跟买杂交水稻种子相比，
让他和其他稻农节省了很多种植成本。

记者看到，在天津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
心农田里，栽种了大片小麦，即将进入丰收季节。
高级农艺师杨永安介绍，这里每年都栽种来自京
津冀育种家选育的60多个优质冬小麦、春小麦品
种，还承接了全国68个春玉米品种展示试验、58
个全国夏玉米品种展示试验。他们挑选最好的农
田，精心种植，从中挑选出最适宜天津农田种植的
品种进行推广，广受欢迎。

推广良法
打造“吨粮田”节水节肥

天津优质小站稻连年获得丰收，除了有良好
的种子外，先进科学的栽种方法也至关重要。为
小站稻拼搏了30多年的栽培专家郑爱军，带领她
的团队，在天津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心潜心
研究，先后在这里建大棚、选基质，开展水稻育秧，
为小站稻丰收做出了突出贡献。
种水稻需要先育秧，天津稻农传统的育秧方

法就是在挖取表层土、撒种，浇灌长出稻秧。这种
“土”办法遇到了困难：一是育秧必需的表层土现
在很难弄到；二是露天育秧，常遭遇冻害、风灾等，
秧苗损失率较高。
为帮助稻农破解这个难题，郑爱军带领她的

团队先后多次外出学习，然后根据实际情况，研究
出了用大棚育秧的方法，而且是使用基质育秧。
采用这种方法育秧，首先是不再需要到处挖土，而

是用人造的基质替代表层土，这样一来保护了宝
贵的农田。其次是育出的秧苗茁壮，无病害。第
三是利用大棚育秧苗安全，有效规避了风灾。由
于这种育秧效果好，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每年都
在这里举行现场推动会。目前，天津10个涉农区
都积极推广大棚基质育秧技术，栽种面积已超过
30万亩。
随着天津小站稻种植面积的逐年增多，小站

稻秸秆处理也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有些稻农
割下来卖给外地奶牛场当饲料，价格低，长途运
送还不方便。
为解决这个棘手难题，市农业农村委积极

组织专家进行科技攻关。市农科院、市农业发
展服务中心的农技人员积极参与，发明了很多
高效技术。其中，郑爱军带领她的团队苦心钻
研，多次试验，研发出了“水稻秸秆就地肥料化
全量还田技术”，让秸秆变废为宝。具体方法
是：把秸秆直接粉碎还田，然后深耕，再放发酵
生物菌剂，促使秸秆在较短时间内腐烂变为有
机肥。这个办法简单易行，比堆肥更节省人力、
物力，效果更好，每亩能替代20%的化肥用量，节
省了肥料，增加了肥力，为小站稻秸秆循环利用
找到了一条出路。
杨永安介绍，多年来，天津市优质农产品开发

示范中心已经成为国家级优质农产品生产新技术
集成展示示范中心。2021年承接了小站稻标准
化建设项目、天津氮磷流失监测项目、智慧农场精
准决策技术田间示范应用等项目。还承接了天津

农学院冬春小麦肥料利用效率试验、绿肥油菜还
田——玉米不同肥料试验。承接了南开大学小
麦、水稻不同除草剂试验和稻田土壤改良项目
等。这些项目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天津
乃至全国农民提供了先进的栽培技术。
最近几年来，天津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

心每年都要举行“稻麦连作”技术示范推广会，目
的就是让现有耕地多产粮，让天津粮食生产更加
安全。过去宝坻区、宁河区等地的一些农户每年
只种一茬儿粮食作物，耕地闲置半年。为破解这
个难题，在多部门指导下，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联
合市农科院等单位的农技人员积极探索“稻麦连
种”并获得成功。具体方法是：春季种植一茬儿春
小麦，收获后，再通过旱地直播方式种植一茬儿小
站稻，这样做到了一年两茬儿，亩产达到吨粮。
市农科院作物研究所春小麦育种专家冯刚介

绍，他们选育的春小麦“津强8号”，生长期较短，6
月中旬就成熟了，收获后可以马上种一茬儿水
稻。这项技术在天津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心
进行了示范推广，效果良好。今年由于春小麦播
种面积更大，所以更需要推广“稻麦连种”。这样
一来，将大大增加天津本地口粮供给，进一步夯实
粮食安全的生产基础，走出一条提高土地利用率、
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新路子。

开展绿色生物防治
田园更美粮食质量更优

粮食要获得丰收，就要防治好病虫害，农户们
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喷洒农药。
站在天津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心示范田

旁，只见每一块块绿油油的稻田里，都插有一根高
1米的木杆，上面安装有一个类似白色节能灯一
样的装置，特别醒目。
天津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种植业部负责人徐建

波介绍，这叫性诱剂盒，里面装的是性诱剂，这是
一种对水稻害虫有性引诱作用的化学物质，通过
不断释放独特气味，吸引二化螟等害虫自投罗
网。此项技术绿色环保、无污染，已经推广到我市
10个涉农区，除了稻田外，还广泛用于其他粮田。
多年来，北方地区春季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农

膜，用于早春时节种植的玉米、杂粮和蔬菜保温
保墒。今年以来，天津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
心积极开展相关试验，全力引导农户摒弃传统农
膜，在确保粮食优质高产的同时，助力农田环境
更加优化。
记者走进一块春玉米试验田，株高已近一米，

长势良好。技术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春季播种时，
就采用了可自动降解的全生物降解地膜，其厚度
达到0.01毫米，示范面积13亩，120天能降解成碎
块，收获旋耕时地膜基本消失。虽然这种地膜价
格贵一些，但质量好，特别是可自动降解，对于保
护农田生态环境特别有益处。
杨永安告诉记者，现在这种地膜刚开始进入

自动降解期，他先后组织多名技术员对这种地膜
的保温保湿性能进行了严密观测，发现效果很
好。他们目前正在跟踪监测该地膜的自动分解状
况等，并对其使用成本和效益等进行综合分析，助
力该地膜在全市农田大面积推广。
天津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心负责人张

建民介绍，推广好良种良法，对确保粮食生产安
全非常重要。最近两年来，在上级部门大力支持
下，他们积极挖掘当地资源优势，利用现有设
施，邀请“三农”领域的专家学者前来授课，积极
开展绿色高产优质粮生产专业培训，取得了良好
效果。

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几天，段
顺荣总是春风满面，她真是喜出望
外，年龄大了还能住进新房。“这种
天大的喜事竟然落到了我身上，我
也感受一下城里人的生活。”她不好
意思地笑了笑，“邻居都说我看起来
年轻了好几岁。”
近日，东丽区万新街道南大桥

村的段顺荣拿到了期盼多年的新房
钥匙。欣赏着鲜花环抱小区、绿地
映衬楼群的新家园，看着面积比
过去大出三倍的新家，段顺荣高
兴得合不拢嘴。这屋置套新家
具、那屋置张新床，再让厨房拥有
现代范儿……整个端午小假期，她
盘算着怎样让喜气堆满整个新家。
“这是我盼了一辈子的住房梦想，终于
实现了。过几天再跟我老伴儿照个婚
纱照摆在这儿，让这个家更温馨。”说
这话时，段顺荣满脸都是喜悦。
年过五十的段顺荣和爱人在一

间不到20平方米的旧平房里住了
30多年，屋子又黑又小，冬天没有
暖气，就连上厕所也要到百米外的
公厕，遇着下雨天甚至连门都出不
去。“由于自家和邻居后墙相隔不到
两米，屋里一年四季也见不到阳
光。”谈到以前的家，段顺荣苦不堪
言，“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房子墙
壁上都是霉菌，被子要天天晒，一天
不晒就潮了，盖着就不舒服。”
随着周边一个个楼群拔地而

起，作为“城中村”的南大桥显得越
来越不协调，离开“破陋小”的平房，
搬进“高大亮”的楼房，成了居住在
此地的每一位居民的愿望和梦想。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近年来，

万新街道把辖区“城中村”居民拆迁
还迁工作列为头号民心工程有序推
进，成立了“选房确认、身份核实、房
屋公示”等16个服务专班，创新工
作思路，整合街属房源，让近9000
户居民喜迁新居，搬进了舒适的楼
房。“住进新房子，日子越过越红火，
这都得益于政府的好政策。”段顺荣
朴实的话语里，饱含着南大桥还迁
居民的感恩之情。
“把老百姓放在心上，把民生实

事件件办实，才能让大家的日子越
来越好。”万新街道党工委书记吴淑
波介绍，万新街道加大为民服务力
度，稳住了南大桥等12个村城市化
建设的“基本盘”，促进了津滨大道
商圈、海河上游后五公里东丽片区
项目加快建设，昔日的“城中村”变
成了连接滨城和津城的商贸中心和
商住中心。

如果中国、日本和西方三者的
研究方法能够结合起来，才是最为
理想的。叶嘉莹先生的个人天赋
与经历，造就她成为这个时代出色
的集大成者。

记得有一次跟姑母说起冈村老
师的事情，我刚一说到“冈村先生”，话就
被姑母打断，她教育我说“冈村先生现在
已经是你的老师了，你就应该称呼‘老
师’，不能再称呼‘冈村先生’！”对此我虽一
直谨记于心，可是心中也一直都藏着一个
疑问——姑母为什么又允许自己的学生
称呼她为“叶先生”呢？没敢问过。

最近叶先生在审阅此稿时，做出如
下批语：

因为“叶先生”已经成为了公共大

众对我的官称，而且在中文里“先生”原

有“老师”之意，不知日本是否也如此？

刘三富先生，加入日本国籍后改名
笠征（1943—2019），中国台湾高山族人，
祖居梨山，是当年叶先生在淡江大学教
书时的学生，而且叶先生还曾去过梨山
他家做客。后来刘三富赴日本九州大
学留学，博士毕业后便留在大学里教中
文，直至任教到福冈大学教授退休。

叶先生曾在中国台湾同时教三所
大学，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她，后来他们
那一代人在结婚生了女儿的时候，不少
人给自己的女儿取名都带一个“莹”字，
很像叶先生的名字，譬如“佩莹”“佳
莹”，甚至直接取名“嘉莹”……多年以
后的1984年秋，她应日本九州大学冈

村繁教授邀请到福冈讲学时，见到了自己
当年的学生刘三富，那时刘三富先生在九
州大学做外国人讲师。叶先生才从他嘴
里得知了当年许多同学如此给自己女儿
取名之事，笑嗔道：“你们这些台湾学生太
不懂规矩，怎么可以给女儿取老师的名字
呢？”“要取也应该取‘思莹’什么的嘛！”

在九州大学讲学期间，姑母将我的事
拜托给了刘三富先生，对他说：“我有一个
侄子，性格方面跟你很像，你把他办到日
本来学习吧！”因为叶先生相信刘老师受
到日本九州中国学界的信任，以及尊师重
道，是一位抱持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谦谦
君子，才放心地把我托付给刘老师。传道
授业与师生相知相得是儒家传承，也因叶
先生与刘老师的知得而再现。于是，我便
于1985年10月来到了九州大学留学，学
业完成后留在日本，在北九州市立大学中
国系任教至2021年3月。

刘老师非常热心助人，在日本九州华
人中享有盛名。那时来日本留学需要“身
元担保人”，即监护人。他担保过许多来
自中国台湾和大陆的学生，其中不少人学
成后或留日本，或回大陆，或回台湾，或执
教于大学，或任职于研究机构。我是他担
保的第一个大陆人。

32 取名都带一个“莹”字

临湖轩院外两棵白皮松为明
代古树，两百多年来依然苍劲可
爱，侯仁之《燕园史话》一书认为，
“比起湖中人工雕凿的石舫来，这
是更可珍贵的有生命的历史产
物”，而临湖轩建筑的基址则是毁
于1900年八国联军大火的和珅淑春园
的“临风待月楼”。

有文章说，临风待月楼并未被毁，
被“修缮一新”后即成为临湖轩。这种说
法恐怕值得怀疑。据唐克扬《从废园到
燕园》介绍，早在1925年4月30日，在费
城，有一个当时燕大人尚不知姓名的，或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的中国人
就完成了司徒雷登住宅设计。

大概是对中国古建筑了解还不够
透彻，临湖轩建筑样式是纯中国风格，屋
脊两角却出现了两个不伦不类的烟囱。
“临风待月”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字

眼，和珅有文才，给他的小楼取了一个这
么好的名字，可惜熏心的利欲使他无法
真正体味到其中的真意。临湖轩就不
同了,在燕京大学的岁月里，这里演绎了
不少平凡却又富有诗意的故事。

首先是建筑趣闻。对于司徒雷登
住宅方案，各方面都表示认可，它的位置
却引发了争议。燕大纽约托
事部认为，校长住宅最好不要
建在校内，这样可以使得他和
他的家庭免受无谓的袭扰，从
而保证他们生活的隐私。

但是司徒和一部分学校

的同事却认为，校长的住宅在校园为好，只
有这样，校长才能成为整个校园生活的一
部分。在这种理想化的情境中，更有利于
校长认为自己不是独裁者，甚至也不完全
是一个家长，而是同学的朋友和知心人。
学校工程处最终决定，将校长住宅放在了
这个地方。这里既不至于太喧闹，但又在
相对的校园中心。它的环境相对隐蔽，建
筑风格不事声张，学生们不会感觉自己被
校长“监视”着，相反，他们可以隔湖相望。

在建筑艺术上，《燕园景观》说它在“布局
上突出一个‘藏’字”：它位于未名湖南岸山坡
上，西北有山林环抱，东北可眺山色湖光，南
有竹林作屏障，东临幽谷深泽，周围有密林环
绕，环境特别幽静。建筑物依山就势，高低错
落，功能分明，尺度亲切，远观只见屋脊，入内
则别有天地。更加巧妙的是，在这里竟能从
两棵白皮松之间见到博雅塔，“这一景致绝不
是巧合，而是独具匠心的巧妙安排”。

后来，关于这个住宅的命名，又有了
前面已谈到过的一个故事：燕大
建校10周年庆祝会期间，中外来
宾曾欢聚在这里。此时住宅尚未
命名。在座的冰心先生即席建议
名为“临湖轩”，不久又请胡适先
生题写轩名，一时传为佳话。

61 校长住宅临湖轩 79 难辨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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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黎明

刘鹏 著

陆益民走到唐明安近前，以
疑惑的目光看着他问：“你是日本
人？”唐明安学着日本人说中国话
的腔调，对陆益民下命令：“八格
牙路！知道我的是你日本爷爷的
干活，还不快快地把我从受刑架
上放下来！”一听说被自己抓住，又让
自己给打得遍体鳞伤，还用钳子硬生
生给拔下两个手指甲的人是日本人，
陆益民顿时吓傻了。他知道，如果这
件事情让日本的任何机构知道了，都
一定会对中国的国民政府施加压力，
国民政府马上就要拿自己治罪，说不
定为了平息这件事情，会把自己交给
日本人处置。

想到这里，陆益民一分钟也不敢耽
误，他一边命令手下给市立医院打电话，
让他们马上派救护车来接唐明安去治
疗，一边亲自去给唐明安松绑。捆绑唐
明安的绳子一松开，唐明安立刻扬起没
有受伤的右手，照着陆益民的脸上就扇
了下去，“啪啪”两声脆响，陆益民的双颊
立刻肿起了红指印，他把口中的血沫子
吐出，捂住脸看着唐明安，没敢发脾气。

医院的救护车来了，陆益民和大夫、
护士们，一起把唐明安扶上车，送到市立
医院。大夫们给唐明安检查完伤处，告
诉陆益民，为了防止伤口发炎，唐明安须
住院治疗。大夫的要求陆益民满口答
应，并且嘱咐他们一定要给唐明安精心
治疗，争取让他尽快好转。唐明安的上
半身缠满了纱布，左手也用纱布裹了起

来，虽然疼得他难忍难挨，但他在心中是窃
喜的，因为自己的成功表演，使特务们上了
当，解除了对自己的生命威胁。而且他坚
信，用不了多久，南汝箕就会知道自己被捕，
又被转入医院治疗的消息，并会按照之前的
嘱托，给上海的酒井一男发电报，酒井一男
也会来天津把自己从特务的手中接出去。

要说唐明安是日本人，陆益民也不完
全相信，但他派人调查了几天，什么线索也
查不到，又不敢惊动日租界的人，弄不好把
事情闹大，自己更收不了场。因此，他嘱咐
属下不要把抓捕和刑罚的事情讲出去，免得
惹出更大麻烦。唐明安住在医院，陆益民除
了派特务守着病房，他本人几乎每天都来探
望。唐明安明白陆益民讨好他的目的，是想
让他放弃前嫌，不要在出院后再找他算账。
有一次，唐明安故意吓唬他说，你知道我是
谁吗？我是皇军本部派来的，潜伏在你们国
民政府要抓的稷世恒身边的特工，目的是掌
握他组织领导的抗日队伍的动向、作战方
略、具体部署，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消灭他做
前期准备。陆益民不禁疑惑地问：“难道你
是和稷世恒一起秘密来到天津，到法租界那
座小楼里参会的？”唐明安回答：“嗯，大大的
对！”在医院，唐明安吃药、输液，一日三餐好
吃好喝，伤势在慢慢地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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