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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民族种业

助力村民增收

本报记者 陈忠权

东丽区绿色生态屏障南片区生态魅力显现

盐碱地上崛起生态绿洲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刘国栋

摄影 孙立伟 翟鑫彬

盛夏时节，漫步东丽区海河绿芯生态区，满眼
翠绿，一阵微风扑面，花香飘送，芬芳馥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东丽区坚定“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锚定“一廊两芯两环六片区”
生态安全格局，把实施绿色生态屏障建设作为区域
转型的重大机遇及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努
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增强人民群众
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绿色点缀

丰富市民生活

什么是幸福？往返“津城”与“滨城”的张帆有
着切身的感受。
家住河东区的张帆，在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

工作。为方便上下班，前两年专门买了辆车，没
想到，这辆代步车是“停也美景，用也美景”。
“乘坐9号线（津滨轻轨）途经海河绿芯生态

区时，有水、有田，有花、有树，满眼都是风景，令
人精神愉悦。特别是下班回家，优美的景色总能
消除一天的疲劳，上下班之路成了一条观光
路。”张帆高兴地说，“坐轻轨能更好地欣赏窗外
的风景，平时也就让车‘休息’了。每逢周末，开
车带孩子出去玩儿，去得最多的地方还是平时上
下班欣赏的地方——海河绿芯生态区。”
这里，蜿蜒的道路纵横交错，密布的水网交流

如织；这里，成群的白鹭水天间翩跹，碧绿的稻田
随风翻滚，与林木相互映衬，一幅水丰、绿茂、林田
相依的生态盛景惹人流连。
穿过海河绿芯生态区，与其紧密相连的是古海

岸湿地绿廊起步区，这是吴永艳晨练的打卡地。
每天上午8点左右，家住东丽区无瑕街道春霞

里社区的吴永艳，把孙子送到幼儿园后，便沿着海
河绿芯生态区内弯曲的道路骑行，在古海岸湿地绿
廊起步区瞭望塔下与队友会合，开启幸福的一天。
换上服装，打开音响……伴随着舒缓的音乐，

无瑕太极晨练队的20余位老人，在洋红色的荷兰
菊和黄色的万寿菊簇拥下，缓缓地打起了太极。
他们的动作时而如行云流水，时而刚劲有力，一柔
一刚中不仅演绎出太极的精妙和魅力，也展现出
了每位老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登上瞭望塔，旖旎风光尽收眼底。远处，银色

玉带般的海河，蜿蜒流淌于绿洲之内；近处，碧绿
的荷叶，铺陈在水面。整个起步区，绿树成阴，芳
草萋萋。
“从家骑车20分钟，就能找到这么称心如意

的锻炼场所，我要坚持每天打卡。”61岁的吴永艳
乐得合不拢嘴，“有合得来的队友，有漂亮的环
境，大家一起快乐运动，这才是我们老年人的幸
福时光。”
海河绿芯生态区和古海岸湿地绿廊起步区是

东丽绿色生态屏障南部片区的建设重点。按照
规划，东丽绿色生态屏障区规划面积146平方公
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规划布局为“一廊两芯
两环六片区”。其中，“一廊”指古海岸湿地绿
廊，“两芯”指北部东丽湖蓝芯片区和南部海河
绿芯生态区，“两环”指南北两个绿环，“六片区”

包括金钟河湿地片区、双湖富氧游憩区、华明有
机田园区、文化融合体验区、林水涵养区和环境
防护区。
“通过营造水乡风貌、展示地方特色、促进绿

色生活、增加区域活力，南片区将建设成为涵养区
域生态环境，林水复合生态模式与林下循环经济
并举，具有北国江南津沽特色、满足都市休闲游憩
功能的生态廊道与都市绿芯。”东丽区农业农村委
林业科负责人郭庆林介绍，让市民望得见田、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实现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攻坚克难

城市绿洲初步显现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东丽绿色生态屏障区自2018年启动建设以

来，累计填垫土方320万立方米，新增造林面积
1.71万亩，一级管控区森林覆盖率达到27.1%，提
升改造高标准农田7900亩，治理坑塘水面面积
1800亩，梳理沟渠13.2公里，修建林间道路52.3公
里，林环水抱、林田相依的城市绿洲风貌已经呈现。

这些数字与令人惊叹的美景背后，体现的是
东丽区坚定不移、全力以赴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定力，以及全面打响污染防治、拆迁、生态
修复等攻坚战役的勇气和毅力。
从“呱呱坠地”到雏形显现，家住东丽区军粮城街

道军丽园社区的居民刘凤义，见证了海河绿芯生态区
和古海岸湿地绿廊起步区点点滴滴的可喜变化。
“原来这片地方可不是这样。”今年72岁的刘

凤义谈起以前，笑着频频摇头。
2013年年底，刘凤义从平房搬进了新家，住在了

24楼。家从地上到“天上”，本以为视野开阔了，但不
料，推开窗子看到的却是光秃秃一片。“甚至还有许多
冒烟的工厂。”刘凤义苦笑着说。
一场“爬坡过坎”的硬仗，在东丽区拉开帷

幕。以“断腕”之举推动污染防治和产业转型升
级，“园区围城”“钢铁围城”得到有效治理，生态环
境质量逐步好转，刘凤义推窗看到了美景，脸上也
乐开了花。
“累计拆除457万平方米建筑物、构筑物，将

释放出来的土地全部用于复耕复垦、造林绿化，切
实提高蓝绿空间占比。”郭庆林介绍，同时，撤销取
缔绿色生态屏障管控区内11个不合规、低效能、
高污染的工业集聚区、149家工业企业和各类散
乱污企业，不但促进了土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有
效提升了发展环境，也增强了区域竞争力和要素

集聚力。
目前，海河绿芯生态区、古海岸湿地绿廊起步区

新造林2300亩，整理耕地1460亩。其中，海河绿芯
生态区栽植树木4.7万株。
环境美了，居民乐了。现在的刘凤义，每天早晨

最喜欢坐在窗前，赏着美景吃着早点。“推开窗子，整
个大地就像铺了绿毯，特别养眼。”刘凤义指着窗外
高兴地说，“你看，那就是咱天津人的母亲河，我随时
都能看得见，太壮观了。”
光鲜亮丽的背后是艰辛的努力。海河绿芯生态

区、古海岸湿地绿廊起步区历史上位于退海之地，土
壤盐碱化严重，同时，由于地势低洼，雨季排水不畅，
直接造林难以保证成活率。如何让恶劣的土壤焕发
绿色生机，是建设时的一大难题。
“解决土壤盐碱以及雨洪管理问题，最重要的是

构建发达的水系网络。用台田技术与生态修复相融
合解决盐碱问题，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还节约了治
理成本。”郭庆林解释，通过挖土成塘、筑土成台，台
地上植树造林，低处坑塘进行生态养殖，台地与坑塘
之间形成旱地及湿地农业，“雨季时，湿地农业和洼
塘可以承接雨水，高台处树木避开水浸，低处收集的
雨水在缺水季节可以回补农林，林、田、水、草构建了
一个生命有机体，形成了复合型生态空间。”

“绿能”强劲

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目前，随着东丽区与津南区、滨海新区、宁河区等
绿色生态屏障区之间相互连通，以及东丽区绿色生态
屏障南北重点片区连通，蓝绿空间占比达到78%，“以
林为主、以田为辅、以水相衬，蓝绿交织、自然共生、生
态优良”的建设目标初步实现，绿色生态屏障的生态
效果充分彰显，生态价值不断释放，生态生产生活共
生共融。
据了解，东丽区绿色生态屏障区起到了“净化

器”“加湿器”“降温器”的作用，改善了区域气候条
件，优化了生态环境。与2017年相比，气温平均下
降5.9%，相对湿度上升9.6%。3.5万亩林地每年吸
收二氧化硫约2.31万吨，释放氧气约5.67万吨。随
着东丽区绿色生态屏障区内的生态体系日渐丰富，
乔灌木品种已达30余种，野生动植物迁徙廊道及繁
衍生存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东方白鹳等珍稀鸟
类在此停歇，鹭类、雁鸭类等野生动物在此“安家”。
为了让市民生态体验更加优质，东丽区将继续

推进在可造林地块造林增加林地面积，使零散耕地
通过复耕实现耕地集中成片，坑塘水面通过水面治
理和疏通沟渠建设畅通水利系统，形成“林田相邻、
林水相依、水清林绿田美”的自然风光。同时，对已
建成生态节点进行提升改造，丰富林相、更新补种优
质苗木、地被，新增导览标识，通过林下停车位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借助绿色生态屏障区良好的生态
资源，东丽区不仅推动了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有
机统一，第一、二、三产业实现融合发展，还带动了新
兴产业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先后引进科创中心和研
究所，成立科研机构十余家，建成天安、天骥、景湖科
技园等产业载体200余万平方米，区域发展潜力不
断释放，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在加强生态修复的同时，东丽区如何注重后续

养护和运营管理？以“绣花”功夫推进“增绿”“补绿”
“管绿”“护绿”，加强低效林的提升改造，提高现有林
地品质和森林产量，有效提高碳汇能力。“引进社会
资本和专业机构在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利
用现有生态资源、保留用地用房和绿屏周边已建和
待建资源发展生态体验旅游、研学、康养等融合产
业。”东丽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充分利用现
代化的科技手段，融合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前
沿技术，加强对空气环境、河湖水质、病虫害防治、林
火预警和碳汇能力等各项指标实现全面监测，提升
绿屏建成区管理的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色发展的底色

已铺就，其将为东丽区全面建设科创绿谷、都市新区
注入不竭的强大动能。

7月6日至8日，第八届中
国（武清）北方鲜食玉米大会在
大碱厂镇“科益农”种业园如期
举行。在200多亩展示田里，
一穗穗金黄的、雪白的、紫红色
玉米展示着丰收的喜悦，吸引
不少育种专家和种植大户纷纷
前来。
“我一大早就来了，围着玉

米良种田，转了两个多小时，好
品种太多了，我咨询育种专家
挑选了适合我们种的两个好品
种，今年秋季就播种，增收致富
有底了，鲜食玉米大会开得
好！”一位姓王的种植大户开心
地说。
武清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相关部门负责人杨红军介绍，
为加快振兴民族种业，给广大
种植户提供优质品种，克服疫
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年继续
举办了中国（武清）北方鲜食玉
米大会，200多亩示范田里种
植了育种专家们选育的256个
鲜食玉米品种。通过在武清区
试种，挑选出产量、抗性、品质、
口感俱佳的品种，在北方地区
进行推广。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一个

品种前都有一个展示牌，标明
育种单位、育种名称等，每个品
种都深受欢迎。为种好这些示
范田，杨红军带领“科益农”种
业园员工们精选地块，提供优
质土肥水，每一个种植环节都
记录下来，严格执行可追溯制，
让育种专家们的品种得到最好
展示，获得了大丰收。
烈日下，有多位育种专家

对参评的 242 个品种打分评
选，这些专家有全国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研究员、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研究员、中
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高级农艺
师、天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推广研究员。经过严格评选，
最后有24个品种获得优秀奖，
其中包括：奶油玉、T-2232；
白甜糯169、玉糯鲜7号、万糯
2018、美玉30等。“天津中天润
农”选育的“润黑糯”品种也获
得奖项。
承办此次展会的“淘种网”

负责人陈志告诉记者，本次展
会还开展了鲜食玉米品种田间
观摩、新品种信息发布、品尝
会、田间机械收割演示、数字地
展云展+云直播、看禾选种、市
民采摘等活动。“淘种网”开辟
直播云平台，把良种放到网上
展示，吸引专业观众 30多万
人。从2015年到2022年，他们
先后举办了八届“中国（武清）
北方鲜食玉米大会”，成果丰
硕，为助力种业振兴，增加农民
收入做出了很大贡献。

宣传部长陆定一向她解释这
是因为她作为一名外国记者留在
党外会起更大的作用。

1937年 9月，史沫特莱决定
启程前往西安，计划到八路军抗
日前线去和朱德、周恩来会合。
准备离开时，她的心情是苦甜参
半的。一方面，她在延安感到了真正
的愉快，与不少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另一方面，入党遭拒一事也成
为她一时无法纾解的心结。她决心继
续为中国革命而战斗下去，这是她自
己交派给自己的任务。

历经十天路途，史沫特莱从延安到
达西安。她发现，西安的气氛自1月以
来已经大为改善，统一战线实现后，政
治上的紧张关系已经缓和，共产党人可
以在西安各处自由活动了。10月初，
她受邀前往八路军防区，在太原受到
了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热烈欢迎。在
此之后的三个月，她一直留在那里，白
天采访、行军，夜晚打字、整理成果，也
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将札记结构成了
日记体的叙事长篇，形成了第二年在
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的《中国在反击》
一书。在这本书里，她记录了一个夜
晚，她看到饥饿的士兵们如“管弦乐队
在夜间演奏”般放声歌唱的场景，她写
道：“我渴望着突然获得一种洞察力，使
我能够看清他们的头脑和内心，描绘出
他们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信念，为了这
场斗争，他们献出的不仅是生命。”

1937年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
布迁都重庆，但是国民政府主要军政机关
都留在了武汉。1937年底，朱德请史沫特
莱到汉口去，发挥作为一个记者和医疗器
材供应工作组织者的作用。1938年1月，
史沫特莱到达汉口后，和她来自英美等国
的外交界朋友进行联系，并与中国红十字
会理事林可胜一起为中国红十字会筹款，
宣传中国伤兵的英雄故事与悲惨境遇。
在汉口，史沫特莱与和她一样的国际新闻
工作者们发展起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战友
情谊，达成了要报道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
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斗争的政
治共识。这一时期，统一战线正处于最和
睦的阶段，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多年来所
见到的最自由的环境，他们出版新的杂
志、上演新的剧本、举办各种艺术展览，史
沫特莱还专为中国出版物写了一些有关
鲁迅、日军战俘和中国伤兵的文章。

好景不长，汉口于1938年10月17日陷
落。此时，史沫特莱已经悄悄动身，去寻找
新成立的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新四军。

从1938年11月至1940年4月，史沫
特莱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旅途，她跋涉于
武汉以东的长江两岸的山陵之间，从南边
的湖南、湖北，到北边的安徽、河南。

31 发展起战友情谊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背
面，还有联大校志委员会篆刻的，
由唐兰教授篆额、刘晋年教授书
丹的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
名”。上列834人的从军名单，其
中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
儿子梅祖彦。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
甘愿牺牲学业甚至生命，《国立西南联
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一书中就
记载了五位烈士的英雄事迹。他们当
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9岁。正是因为
如此，这块看似普通的石碑才显得更
有精神、更温暖，也更厚重。北大西校
门南侧树丛中矗立着的西南联大纪念
碑是原碑的复制品，1989年 5月4日
敬立。从此，燕园中又多了一块精神的丰
碑。宗璞《燕园碑寻》一文说它是“一块极有
意义的碑，它不评风花雪月，不记君恩臣功，
而是概括了一段历史”。因而，燕园的历史
就更为丰厚，北大的精神也就更为浓烈。

在旧中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
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
中，也有国际友人的助力。曾在北京大
学任教的美国学者葛利普，在燕京大学
任教的美国学者斯诺、夏仁德、林迈可和
英国学者赖朴吾，就为他们所深爱的中
国文化和大学教育贡献了心血
和智慧，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有的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葛利普，美国著名地质学
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
他祖籍德国，出生于美国威斯

康星州塞达堡，早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教
授，并当选为纽约科学院院士、副院长，他
一生出版近三百种学术著作，内容涉及古
生物学、古人类学、地层学、地史学、古地
理学、地壳学、生态学、矿物学、沉积岩石
学、构造地质学等领域。他是古生态学的
创始人之一。他1910年出版的《北美标准
化石》一书，曾风靡一时。

葛利普先生在1920年“知天命”之年，接
受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丁文江的邀请来到中
国，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顾问兼古生物室主
任，同时任北大地质学系古生物学教授。
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通讯研究
员。1934年任北大地质学系主任。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侵华日军送进
北平集中营受尽折磨，但仍坚持著述。抗战
胜利后恢复自由，1946年病逝于北平。

葛利普先生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创立会
员之一，为中国古生物学、地层学的奠基和
北大地质学系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地质学之
父”。中国最早一批地层学和古
生物学者大都出自他的门下。他
在中国26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
中，培养了二百七十多名地质工
程师，其中有22人后来成为院士。

96 地质学家葛利普 114 稻田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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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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工事件过后，苏州反省院院
长也受到了责罚，把他调离了岗
位，并降职使用。新来的反省院长
暂时对反省人员采取了比较温和
的安抚政策。对反省人员加强了
《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和《五权宪
法》内容的教育，同时大肆散布“共产主
义不适合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
中国”“铲除共产党的异说”等，与他们
关押的所谓政治犯信仰相违背的理
论。乙班和丙班的反省人员，在秘密党支
部的领导下，采取消极对抗的方式进行反
抗。上课时，他们说听不懂；教官提问题
时，他们胡乱回答一气；让他们写心得笔
记，他们就抄书本，自己的思想感悟一个
字也不写。气得训育教官一次次地发怒、
院方对反省人员一次次地训诫，并对少数
人员采取关押用刑的惩罚方式，但都改变
不了反省人员进行反抗的决心和行动。

白云在蓝天上飘动，鸟儿们三三两
两、叽叽喳喳，时而在反省院的围墙上聚
落，时而在反省院的上空飞行，好像是在
有意给反省院中被关押的人们送些欢
乐，带来生气。然而被关押的人们，并没
有因为鸟雀的出现，而引起心情上的愉
悦，昨天的劳动疲乏还没有过去，今天的
繁重劳动又压了上来。一大早，反省院
的政治犯，便被狱警押着去稻田割稻，许
多人没有干过收割水稻的活儿，尤其是
女士。张月霞虽然也没有干过，但庄稼
收割的活儿大同小异，不外是弯腰的幅
度、胳膊用力的强度和挥舞镰刀的角度

不同。她觉得割水稻和自己小时候在家乡
割谷子差不多，就在干活儿前给丙班人员
简单地讲了讲劳动要领，并做了一下示范
动作。狱警们见她主动向不会割稻子的人
示教，还对她的行为表扬了一番，说要将她
的积极表现，写入考核记录中。

张月霞的目的，是让大家掌握割稻子
的方法，使大家能够减少不必要的体力消
耗，防止出现因使用不好镰刀，而割破手
指和小腿的事。至于计入什么反省院的
考核记录，她连想都没有想过。听完张月
霞的讲解，人们对割稻子的方法有了基本
了解，就开始干活儿了。张月霞紧挨着已
经怀孕6个月的江英华，她知道，江英华此
时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割稻子这样的农活
儿，因为每一次的弯腰站起，对她的身体
和腹内的胎儿，都是一种折磨和威胁。李
彬曾经向反省院提出让江英华休息，而不
必参加反省院安排的任何劳动，但反省院
不允许。他们说共产党的家属，不施重
教难以让他们迷途知返，所以即使怀孕，
也绝不给予照顾。江英华拿起镰刀割了
几下，便脸色发白，头部眩晕，一下子便摔
在了地上。张月霞赶紧拽起江英华，把
她搀扶到田埂上，同看押的狱警好说歹
说，才允许她坐在田埂上暂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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