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夏时节，骄阳似火。津城近郊的老牌“水果
之乡”——北辰区双口镇正是花香萦绕、绿草茵茵
的好景色。在这里，每个村落、每处风景、每亩农
田都充满了无限生机。全镇上下正围绕“红色河
头、绿色双口”发展思路，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展、
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一个个聚焦“业兴、村
美、民富”的项目建起来，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
卷徐徐展开……

做好产业文章

“组团”发展聚合力

午后的郝堡村静谧怡人。街道两旁沿路而砌
的花圃如条条蜿蜒的彩带，点缀着诗情画意的村
庄。阳光透过层叠的树叶，在地上留下若隐若现
的金色斑驳。透过虚掩着的院门，便可窥见村民
在整洁的小院里休闲纳凉。
2019年，郝堡村纳入北辰区“小五堡”田园

综合体项目。郝堡村与周边“村村相邻 路路相
通”的4个村子“组团”发展旅游业。在村“两
委”班子和驻村帮扶工作组的共同努力下，郝堡
村把发展特色农业作为产业振兴的“发力点”，
引进了火龙果种植项目，建设智能化种植大棚，
打造了集种植采摘、休闲娱乐、体验加工为一体
的综合生态园。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线，发展林果经济、林

下经济、林旅经济，在产业振兴上下功夫，打造田
园+旅游+康养的特色产业综合体，充分利用万亩
梨树种植，设立梨花节、品鉴会等，使郝堡村的酥
梨打出品牌，扩大火龙果种植规模，通过一系列务
实举措，引领带动‘小五堡’在全镇率先发展起
来。”郝堡村驻村第一书记米晓健说。
“组团”发展形成更大合力，同样的发展模式

也在前丁庄村开花结果。近年来，前丁庄村与毗
邻的后丁庄村、平安庄村“组团”发展，围绕“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总要求，科学规划了“一核、三区、七基地”空间布
局。如今，果蔬大棚、灵芝种植、采摘旅游等产业
发展正旺，三村发展定位更加明确，即通过以奶业
观光引领红薯种植精品蔬果融合发展、以康养养
生民宿休闲旅游产业打造美丽村庄、以党建联盟
加强乡村治理建设文明美丽庭院三大发展路径，
举三村之力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
民全面发展。

用好红色资源

打造乡村文化核心

在双口镇中河头村富强大街海福巷，一座青
砖青瓦的小院庄严肃穆。这里是中共天津早期党
员、中共天津地方组织创始人之一安幸生烈士故
居，也是中共北辰区党史展馆的所在地。
近年来，北辰区深入挖掘区内各种红色资源，

以红色资源为载体，集中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充分
运用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和
先烈故事，赓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中河头村是双口镇打造“红色河头、绿色双

口”乡村红色文化圈的核心。通过深挖红色文化

资源矿藏，中河头村探索发展红色产业经济，以红
色美丽村庄试点村建设为契机，用好用活红色资
源，围绕打造三大红色教育矩阵、三条红色产业
链、三个红色美丽基地的目标任务，走上了以“红
色”为主题的特色发展之路，用乡村振兴实效表达
对安幸生烈士最好的纪念。

稳定粮产

筑牢发展之基

在河头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正在紧锣
密鼓地推进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已进入尾声。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挥汗如雨，为泵站灌溉电力保
障做安装调试。与此同时，农田负责人员通过耕
地质量监测站，观察土壤养分、重金属含量、土壤
物理化学性状变化等情况，确保高质量完成高标
准农田建设任务。
近年来，双口镇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

面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在双口落地落实，为
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1万亩高标准农田分三期进行建设，涉及土

地流转、撂荒地治理、基础设施配套等多方面，建
设完成后根据不同土壤条件，种植小麦、葡萄、玉
米等不同作物。

“进行高标准改造后，播种效率、作物产量均有
提高，以丁平三1.1万亩高标准农田为例，我们引进
专业合作社，统一种植生长周期短、产量高的优质良
种，实现100%机械化种植，一周内即可完成春播，产
量要比以往提高40%。”双口镇农业经济服务中心主
任张文军介绍。
同时，双口镇通过田长制网格员巡查+卫星遥感

分析的方式，精准排查撂荒地；通过与农户谈流转、改
造打通废弃沟渠等方式，进一步改善土壤条件、增加
春播面积，切实做到充分利用每一寸耕地。

特色养殖

激活发展新动能

高大奔放的鸵鸟与美丽温顺的梅花鹿相邻而
“居”，小巧玲珑的芦丁鸡悠闲自在地漫步在鹿群
中……这样的景象不是在动物园，而是在位于“国
家森林乡村”——徐堡村的宝玉特种养殖基地内。
远道而来的动物在这里“安家”，新的养殖品种、新的
产业模式让村里走出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整个特种养殖基地占地100多亩，已投入1100

余万元，主要养殖鸵鸟、梅花鹿、芦丁鸡三种畜禽，其
中鸵鸟有 500 多只、梅花鹿 30多只、芦丁鸡达到
3000多只。目前基地已经集孵化、养殖、销售为一

体。”特种养殖基地负责人张玉宝介绍说。
近年来，徐堡村在做好传统果树种植的同时，不

断探索产业振兴新模式。为了充分利用林下空间，村
集体通过多种模式“掘金”，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依托
特种养殖，丰富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特色品牌。因此，
在特种养殖基地项目落地过程中，镇、村更是齐发力，
提供全程保姆式服务，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
“基地林下养殖备案属于新生事物，是释权下放

后全镇第一个，有很多事项需要摸索前进。镇里多次
邀请区农委、规自局等单位人员现场指导，召开专题
座谈会研究推进，并指派专人全流程协调帮办，最大
限度减轻基地的办事负担。”张文军说。
张玉宝告诉记者，在基地建设发展过程中，镇里

村里给予了很大帮助，从手续帮办到政策支持再到宣
传推介等方面，有什么问题都能够及时帮助协调解
决，各项服务非常周到，让他心里很踏实。
在为基地发展保驾护航的同时，徐堡村精心谋

划、精准发力，用好特种养殖基地这个优势产业资
源，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徐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培军说：“村

里正在与特种养殖基地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一方
面积极探索养殖公司+农户模式，通过入股经营、合
作养殖、饲料供给等方式，提高村集体和村民收入；
另一方面引导前期引进的刘建强雕塑工作室与养殖
基地进行深度合作，通过对鸵鸟蛋彩绘、雕刻，提高
其经济价值，为村民、游客提供高品质的艺术体验，
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聚焦宜居

打造美丽乡村

“这几年，村容村貌变化可不小，到处都是实实
在在的变化。街道干净整洁了，公共厕所多了，小公
园翻修了，还安装了座椅和健身器材，我们现在遛弯
儿、聊天都有了去处，村里的生活真是越过越舒服！”
说起生活环境的变化，后丁庄村村民肖铜亮竖起了
大拇指。
近年来，后丁庄村以创建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

为契机，以“回归田园，重温乡愁”为主线，通过实施
路面硬化修整、基础设施完善、美丽景观打造、全域
绿化提升、休闲场所建设、垃圾分类推广等工作，让
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切实推进人居环境质量整
体提升，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为推
进乡村旅游、实现产业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不仅后丁庄村的变化看得见，同批进行人居环

境整治示范村创建的赵圈村同样变化喜人。漫步在
村内绿意盎然的花草树木下，空气蓬勃湿润、格外清
新。作为国家森林乡村，赵圈村造林面积占比接近
70%，主要为国槐、法桐、桃树等，相对于喧嚣拥挤的
城市，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绿色生态村。
在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中，村里实现

照明灯、监控摄像头全村覆盖，新建两个小花园和配
套公厕，对村庄道路和村民家的房台进行全面整修，
彻底解决雨天易积水、坑洼不平的问题。
同时，村里还聚焦村民反映强烈的臭水沟，通过

清淤、新增下水井纳入污水管网实现雨污分离、安装
绿化围栏网、种植爬藤月季的方式将臭水沟打造成
为绿色生态景观带。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让村庄旧
貌换新颜，村民享受到了推门见“绿”的幸福。
2020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了国家森林乡

村名单。北辰区的8个村入选，其中双口镇赵圈村、
郝堡村、徐堡村榜上有名。
“要擦亮国家森林乡村这张名片，高效利用绿色

生态资源，让林下经济和休闲旅游有机结合、完美混
搭，为游客提供郊游赏景、游玩纳凉好场所，形成动
静相宜的乡村风光带，让绿色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
强力引擎。”双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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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拉小手

体验农耕文化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靳巍巍 王晓坤

北辰区双口镇走出特色乡村振兴路

“串珠成链”绘就村美民富新画卷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王音 通讯员 刘恒瑞 摄影 赵洋

“兴粮节粮 礼赞丰收”“兴粮
节粮 从我做起”“大手拉小手 节
粮一起走”……日前，在静海区静
海镇花园村西塘庄园，一条条醒
目的横幅标语将种粮兴粮、爱粮
节粮的氛围感瞬间拉满。
麦收之际，静海区妇联联合

静海区农业农村委，在静海镇
花园村西塘庄园举办“麦子熟
了——开镰啦”巾帼兴粮节粮
主题活动，号召全区广大妇女
和家庭爱粮、兴粮、节粮，为维护
国家粮食安全凝聚巾帼力量。
活动现场，村民敲着欢快的

锣鼓，扭起喜庆的秧歌，来自各乡
镇妇联工作人员、妇女儿童和家
庭代表齐聚于此。通过参观农耕
文化墙、诗歌朗诵等形式宣传兴
粮节粮知识，向全区广大妇女发
出兴粮节粮倡议。活动倡议广大
妇女爱护粮食、珍惜粮食，积极投
身粮食生产实践，努力在推动粮
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巾
帼力量、展现巾帼担当，扛起国家
粮食安全的“半边天”。
田野里，金黄饱满的麦穗随

风摇摆，掀起层层麦浪，一幅幅丰
收在望的喜人画卷映入眼帘。孩
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戴起草帽、
撸起袖子，体验耕种劳动带来的
乐趣，同时加深对“粒粒皆辛苦”
的理解。
“孩子很少能接触到农田，不

知道粮食是怎么长出来的，也很
难体会农耕的辛苦。今天的活动
让他更懂得珍惜粮食、节约粮
食。”孩子家长刘学敏说。
“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向广大群众宣传节粮兴粮的重要
性和相关的知识，引导广大群众
从我做起、从家庭做起，形成良好
的社会氛围，为维护国家的粮食
安全贡献巾帼力量。”区妇联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说。

周恩来慎重嘱咐斯诺：“龚澎都
没有见过这些照片，你们在座的（指
陈忠经、勇龙桂、唐明照等人）都没
有看见过。你今天晚上不要马上发
电报出去，可以立即回瑞士去发。”
可见周恩来对于斯诺的信任程度之
高，堪称“老朋友”。而斯诺借由这
一次独家报道再次声名大噪、引发了世
界的轰动，展现了新中国的成长。

1968年，斯诺自费拍摄纪录片《四
分之一的人类》，两年后斯诺偕夫人于
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再次访问了
中国。此时的斯诺身体已然有些差劲，
但是他仍然和往常一样，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主要领导人进行交谈，获取令其
他外国记者非常羡慕的“独家内幕消
息”。而在197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庆大典上，毛泽东和斯诺亲密地
站在一起的照片被摄影记者杜修贤抓
拍下来。到了当年的12月18日，毛泽东
和斯诺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斯诺试探
性地问：“主席愿意见他（尼克松）吗？”
毛泽东的回复是“他如果想到北京来，
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
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态度轻松但
又不失稳重。这次会面之后几天，《人民
日报》头版刊发了杜修贤抓拍的照片，
大标题是《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
士埃德加·斯诺》，照片广传世界，当天
的报纸头版《毛主席语录》一栏的内容
是“全世界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
友”，无意间释放出了一个中美关系解

冻的信号，而埃德加·斯诺本人，也成为中
美友谊破冰的“代言人”——时任美国国
务卿亨利·基辛格评价道：“毛泽东和周恩
来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

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转弯抹角，

以致使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

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

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

他的妻子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

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

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

有享受过这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

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事情过后我才

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

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国关系，但是这在当

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

解不到他的真意……”

但可惜的是，1970年毛泽东与斯诺
的最后一次长谈的内容直到1971年4月
30日才在美国的《生活》杂志刊登；1972
年，尼克松访问了中国，而斯诺已经在此
之前永远离开了人世……

斯诺去世之前，在遗嘱中要求将自
己骨灰的一部分埋葬在中国。遵照其遗
嘱，他的部分骨灰被安放在了北京大学
未名湖畔。（撰文：吴余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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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开创者入主中原后，十
分尊崇华夏传统礼制。在祭祀先
祖、供奉先帝圣容方面真正形成体
系即是在清代。雍正时首创供奉圣
容制度，将圣祖画像供于寿皇殿内
以供祭拜；常驻跸圆明园后，即在
畅春园东墙内建恩佑寺以供奉先帝圣
容。乾隆即位后，袭其制并加以完善，于
圆明园西北角仿太庙之制、循寿皇殿之
例，自乾隆五年起历时三年建成皇家祖
祠安佑宫，供高祖圣容于中龛，世宗圣
容于东一室，从而形成规范。

安佑宫亦称“鸿慈永祜”，是圆明
园内最大的建筑物，为圆明园四十景
之一。1860年毁于英法联军之大火。
该建筑坐北朝南，有两对华表、三座牌
坊及石桥、更衣殿、宫门、碑亭及配殿
等一系列建筑。正殿面阔九间，重檐庑
殿，为圆明园形制最高者。

从安佑宫的这个建筑格局，就不难
看出华表在古代建筑的价值与意义。

据罗哲文、王振复主编的《中国建
筑文化大观》一书考证，华表是一种纪
念性、象征性意义颇为丰富的建筑。

华表，又称恒表。以“华”饰“表”，
以示其华美尔。中国古代以其设于宫
殿、城垣、桥梁或陵墓前作为
标志与装饰。《文选·何晏〈景
福殿赋〉》云：“故其华表则镐
镐铄铄，赫奕章灼。”李善注：
“华表，谓华饰屋之外表也。”

关于华表的文化原型，

一般有三种说法。
一说始于中华上古立柱以测日影的

晷景；又一说本为原始部落的图腾柱；还
有一说为古代王者善于纳谏或指路的建
筑形象的象征，始于所谓“诽谤之木”。

对于第三说，研究者一般不采用。所谓
“谤木”，相传为上古尧舜之时，于通衢要道“竖
立木牌，让人在上面写谏言”（《辞海》）。其根
据，一是《淮南子·主术训》云：“尧置敢谏之鼓，
舜立诽谤之木。”二是《后汉书·杨震传》：“臣闻
尧舜之时，谏鼓谤木，立之于朝。”这个说法，只
能视为传说而已，尧舜之时，文字和书写工具
以及鼓是否已经发明，都是一个问题。

华表所用材料以石为多见，多为双柱
对立。其柱身往往以龙为饰，由须弥座、蟠
龙柱、承露盘和其上的云板蹲兽组成，显
得十分圣洁与崇高。柱顶的异兽，名曰“望
天犼”，传说中的一种神奇的动物。望天犼
与云板垂直相向成十字，指向四方。昔日
华表放置于宫廷，是政治清明之象征。据

说放在皇宫门里的华表，犼冲着
北方，名叫“望君出”，每当民间发
生灾害，它就呼唤君王出宫；宫门
外的华表上，犼冲着南方，叫“望
君归”，君王若在外耽于安乐，它
就会呼唤“君王速归”。

75 华表来自安佑宫 93 当堂搅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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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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育教官的提问，没有人回
答，他开始点名：“136号，你说，什
么是三民主义？”训育教官指着一
个四十多岁的乡下男人问。“我不
知道。”那个男人回答。“为什么不
知道？”训育教官走过来，扬起教
鞭，照着他的后脖子就抽了一下。乡下
男人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仇视地瞪了
训育教官一眼，把头扭向了一边。“你
说，为什么不知道？”训育教官依然不
饶。“我一个穷农民，从小在农田里给东
家干活儿，每天看着星星下地、顶着月
亮回家，又不识字，哪里听说过啥主义
啊？”乡下男人回答说。“你就是一个蠢
猪，给我站到墙角去！”训育教官命令
道。乡下男人从座位上走向墙角。

反省人员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
“都给我住嘴！下面接着问。问到谁，
谁得回答。回答不出来，和136号一
样，到墙角给我站着去！”训育教官一
边发威，一边用目光向座位上的反省
人员身上扫视。大家都把头低下来，
生怕和训育教官的目光碰到一起，被
他喊起来回答问题。

训育教官的目光落在后排座位一个
七十多岁的老人身上：“649号，你说！”老
人看着他，哆哆嗦嗦地站起来说：“长官
啊，你可别问我，我更不知道。”训育教官
走到老人身边，用手抓住他的下巴往上一
抬问：“你知道什么？”老人说：“我，我就知
道种庄稼，其他什么都不知道。”老人吓得
结结巴巴地回答。“你这个老东西，什么都

不知道，怎么进到反省院来了？”训育教官凶
狠地问。“我们村冯财主那个牲口东西，他欺
侮我孙女，我找他评理，他说我辱骂国民党，
就把我送这里来了。”老人回答。“啪”的一教
鞭，这次是抽在了老人的脸上。训育教官抽
完，指着墙角说：“站过去！”老人捂着脸，步履
蹒跚地慢慢移向墙角。
“这个教官太霸道，我搅了他的课，替

大家出气！”想好了主意，张月霞举起手，
大声说：“教官，我知道什么是三民主义！”
训育教官斜眼看着张月霞，以一副瞧不起
的神态说：“哦，好啊，那你就说说吧。”张月
霞说：“三民主义就是三个穷苦农民在一
起想主意。想啥主意呢？想种啥庄稼能
得丰收，全家人能吃上饱饭，还想……”张
月霞话没说完，就有人接上了茬儿：“三民
主义说的就是农民在一起想主意呀？那
事我也参加过。都是种地的，经常坐在一
起，说说种啥好啊，买头什么样的骡子和
驴呀，谁家娶媳妇嫁闺女的选个啥日子，
办个多大排场啊，大家都帮着七嘴八舌地
出主意呢。”来到反省院，过的是犯人生
活。平时除了听管教训话，就是强迫劳
动，根本不让人们互相说话，这会儿有了
说话机会，人们打开话匣子，一时间是你
谈我讲，课堂上乱成了一锅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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