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给市民提供优质的鱼虾蟹，同时保护好
绿色生态环境，我市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全面
推进现代都市型渔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于优质水产品和优美生态环境的需
求。今年上半年，全市水产养殖池塘投产面积
34.55万亩，同比增长2.6%；全市稻渔综合种养
面积53万亩；水产品产量5.32万吨，同比增长
4%；渔业经济总产值 14.18 亿元，同比增长
3.6%。10个涉农区绿色生态渔业快速发展，建
成了一大批绿色生态高标准养殖基地，水清鱼
欢，米香蟹肥。

稻田里养螃蟹

综合种养效益高

八月，天热雨水多，水稻生长正旺。
走进位于宝坻区黄庄街的中稻天津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稻田，千亩水稻一望无际，如同
绿色的海洋。弯腰朝稻田里仔细观看，只见在
浅浅的稻田水里，一个个螃蟹正在欢快地横行
着觅食。

该公司负责人马瑞敏从稻田里敏捷地捕
捉到两只螃蟹，笑着说：“看个头儿，每只都有1
两重了，再过1个多月，就可捕捞上市，去年每
亩稻田生产了15公斤螃蟹，今年产量会更高，
稻渔综合种养非常好。”

宝坻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该区水稻种植面积达到47.3万亩，其中发展稻
渔综合种养面积25万亩。为指导并帮助稻农
战胜稻田蟹养殖病害，他们帮助稻农积极采用
本地蟹种，降低了稻田蟹“牛奶病”的发病率。

稻渔综合种养，具体有哪些好处？
市水产研究所推广研究员王彦怀介绍，稻

渔综合种养好处多多。首先是促进了稻田环
境的改善，稻田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大为减少，
助推绿色生态种养方式发展。其次是集约高
效，节约土地，充分利用稻田发展绿色养殖，实
现“一田两用、一水双收”的良好效果。三是生
产绿色食品，稻田不打农药，稻米和螃蟹(鱼、虾
等）质量更加安全。四是促进了乡村旅游发
展，通过开展钓蟹等休闲活动，丰富了乡村旅
游内容。

由于稻渔综合种养好处多多，吸引了很多
青年人加入生产行列。

走进宁河区东棘坨镇毛毛匠村千亩稻田，
今年32岁的田郡全正在稻田忙碌，只见他把煮
熟的玉米粒投放到稻田里及旁边的沟渠里。
他一边忙着，一边兴奋地告诉记者，在水稻田
里养螃蟹非常科学，每亩能增收600多元。为
了提高螃蟹产量，今年在市、区农技人员帮助
指导下，他增加了螃蟹苗投放量，进行稻田蟹
精养。从目前长势看，非常好，今年他发展稻
渔综合种养面积超过700亩。

因为多种原因，一些稻田蟹个头相对偏
小，售价偏低，销售受影响，宁河区农业农村委
相关部门介绍，针对市场上特别推崇大个螃蟹
的消费时尚，今年，在市水产专家指导下，他们
积极指导养殖户在稻田里放养大规格蟹种，并
用田螺饲喂和分阶段饲喂动物性、植物性饲料
等方式，帮助养殖户把稻田蟹养得更大，争取
达到单个3两左右，争取卖上好价钱。

市农业农村委渔业管理处负责人孙志景介
绍，今年我市把10万亩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建
设项目纳入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已辐射带动全
市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达到50万亩（含稻渔综合种
养示范基地）。为帮助农民搞好生产，他们组织
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指导，从稻田工程建
设、苗种选择、科学投喂、病害防治、成蟹养殖管
理、成蟹暂养、水质检测、水产品质量安全、品牌
建设、产品销售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

为鼓励农民开展稻渔综合种养，今年我市对
开展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建设的地块，按每亩
60元补助标准进行补贴，引领全市稻渔混合种养
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种植效益，促农增收，给市
民生产绿色优质农产品。

陆基圆池养鱼

节地高产又环保

农民养鱼（虾蟹），或利用现有坑塘，或需开
挖鱼塘，占用了不少土地。面临当下农村土地紧
张的情况，我市涉农区积极推广高效集约生产模

式，其中之一就是兴建陆基圆池，占地少，不受地
形地势影响。

天津市天祥水产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人员介
绍，他们从2019年开始，在有限的土地上新建了
125个陆基圆池，节省了很多宝贵的土地资源。

记者看到，每个池子直径大约为14米、高2
米，嵌入地下约30厘米左右，地上的高度最高不
超过1米。每一个圆池还都有一套完善的系统，
其中有进排水系统、污水处理池、增氧设备以及
配套的电力等，比传统池塘养殖模式更加完备。

技术人员介绍，这种陆基圆池，采取流水养
殖方式，水面上方进水，池底中间排污，养殖尾水
通过尾水分离、沉淀、分解等措施，利用生物、微
生物等方法对养殖水质实现调节。通过这种方
式，水体空间得到充分利用，促进了养殖生态系
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有效改善了水域环
境，控制了病害发生，水产品更加优质安全。

陆基圆池养殖新模式有多个好处：首先是基
本不受天气、季节影响，基本能做到全年养殖。
由于陆基圆池水质更好，饲料投喂等管理措施更
加精准，促使产量大幅提高。由于安装有先进的
处理系统，陆基圆池养殖尾水处理得更加绿色高
效。与此同时，助推传统渔业养殖向精细化、工

业化和智能化迈进。
一位养殖人员高兴地说，虽然陆基圆池看起来

比较复杂，但由于安装有完善的养殖管理系统，特
别是智能化系统，所以生产管理高效便捷，他1个人
可以管理多个圆池，大大节省了人工养殖成本。

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兰淑平介绍，从2019年
开始，在上级部门大力支持下兴建陆基圆池进行
人工养殖，无论是在节约土地方面，还是在养殖效
益方面和绿色环保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今年上半年，125个陆基圆池，利用循环水养殖产
量达到了25万公斤，单位产量每立方米达到18公
斤，养殖的还都是名贵品种：拉氏鱥、梭鲈、加州鲈
等，品质一流，很受市场欢迎。

建高标准池塘

智能化养殖显优势

俗话说，鱼儿离不开水。但只有好水，才能养
好鱼。

好水从哪里来？让我们走进滨海新区塘沽一
家水产养殖场，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日前，记者跟随市、区水产专家来到这家位于
北塘附近的养殖场，只见30多个大型养殖池塘整
齐划一，岸边还都栽种着红花绿草，池水清波荡
漾，令人欣喜。

公司负责人介绍，最近几年来，他们积极开
展高标准池塘建设，从水质、养殖设备等多方面
提升，全面改善了养殖环境，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实现“双赢”。

滨海新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规定，高标准池塘需要集中连片，单个池塘面
积要达到50亩左右。有进排水渠道，有先进的增氧
机，有先进的投喂设施，有在线检测系统，还要有尾
水自然净化循环使用系统等。养殖用水要做到pH
值达标，氨氮、溶氧度等也要达标。只有这样，才能
确保水质一流，养出更加健康安全的水产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大型养殖基地每个

池塘都安装智能化检测和控制系统，做到了智
能化养殖。一位技术员打开手机中的一个在线
检测控制系统页面，清楚地展示了相关池塘的
多种数据：其中pH值是7.7；水温是31.7摄氏度；
溶氧度是12.62。他告诉记者，这些数据都是通
过安装在池塘里的传感器自动传回的，如果发
现其中哪个方面不达标，系统将会实时发出预
警，并自动采取相应措施。

市水产研究所所长孙晓旺介绍，用传统池塘
养殖模式养殖，成本高、劳动强度大、鱼病多发，尾
水污染较重，导致水产养殖单产、效益和环境已接
近容量上限。近年来，我市积极兴建高标准池塘，
通过采取工业化、智能化生态养殖手段，以循环经
济理念为指导，建立起了绿色生态高效养殖模式，
值得大力推广，逐步实现全覆盖。
令人关注的是，我市在涉农区广泛开展高标

准池塘建设，其中把尾水生态环保处理作为重要
一环，把循环利用作为其中一个重点，推广多种养
殖尾水生态净化方式，效果良好。

在一家大型养殖场，这里的高标准池塘旁建
有微生物净化区，里面有利用人工基质构建的固
定化微生物膜，可吸收尾水内的营养盐，矿化降解
有机物等。在另外一家高标准池塘基地，他们把
养殖尾水灌入建成的水生动物净化区，区内放养
鲢鱼、鳙鱼等滤食性鱼类，控制浮游生物，提高滤
水效率，进一步净化了水质。还有多家高标准池
塘基地，建有自然净化池，里面栽种芹菜、生菜、水
稻、芦苇等植物，专门吸收尾水中的氮化合物和磷
化合物等营养物质，从而达到净化水质的效果。

按照天津市渔业“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
我市将发展高标准池塘50处、6万亩，亩产量增
加120%、亩效益增加10%。按照规划，我市5年
内打造出优质海珍品养殖区、南美白对虾生态
养殖区、优质鱼虾生态养殖区、大宗淡水鱼及特
色水产品养殖区，建成一批标准化、设施化、信
息化、生态化的高标准池塘养殖基地，全面提升
我市现代渔业发展水平。市民餐桌水产品品种
将更加丰富，品质将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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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看病

有“医”靠

本报记者 刘国栋

通讯员 杨同文 宋艳祎

我市全力推进现代都市型渔业高质量发展

水清鱼欢 米香蟹肥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陈忠权 进入夏季，高温酷暑，一些老年人
身体虚弱，看病拿药成为家常便饭。东
丽医院及时开展便民服务，受到包括老
年人在内的广大患者称赞。

75岁的王奶奶笑着说：“一进入东
丽医院门诊大厅，不懂的地方就有人
教，不会操作的地方就有人帮，医院的
暖心举措太好啦！”

王奶奶家住东丽区泰兴里小区，
与东丽医院仅一路之隔。“当时搬到这
里就图个看病方便，不料事与愿违。”
王奶奶说，智能设备不会用，流程太多
搞不清。

如今，王奶奶有了新感觉。从办理
住院手续到做各种检查项目，流程简
便、高效。“没想到，医院还推出了‘一
站式便民服务’和爱心志愿服务，志愿
者看到我行动不便，就主动带我去预
约做检查，挂号缴费、取药啥都不用操
心。”王奶奶高兴地说，“有一次住院，
全程陪伴，一直把我护送至相关科室，
十分贴心。”

王奶奶所感受的就医新变化，正是
东丽医院持续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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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服
务方式，不断改善就医体验的系列举
措之一。如今，为了进一步提升群众
就医幸福感和满意度，东丽医院不仅
通过开展远程会诊，让群众足不出区
享受知名专家的诊疗服务，还实施廉
政查房，从就医流程、疾病诊疗、服务
态度、就医体验和餐饮保障等多方面
与患者进行面对面沟通，加强医院医
德医风建设。
“您觉得医生、护士的服务态度怎

么样？”“您对医院环境卫生、饮食搭配
等方面有什么意见和建议？”7月28日，
医务人员手拿意见簿，逐个病房征询患
者意见。
“都很满意，特别是主任，非常有耐

心地为我讲解疾病知识，让我安心养
病。”在普外病区，一位患者激动地夸赞
着自己的主治大夫。“这里的护士对我们
进行产后指导，讲解母乳喂养方法，教我
们包裹婴儿，还帮我们整理床铺、收拾行
李，服务太周到了。”妇产科的一位产妇
如是说，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这是东丽医院每月进行一次的“廉
政查房”活动。“针对常态化疫情防控、
就医用药、合理检查、耗材使用等重点
领域的顽瘴痼疾实施专项检查。”东丽
医院纪委书记董晓炜说，其监督触角已
延伸到医院的每个角落。

除了床旁走访患者，东丽医院还通
过开展患者问卷调查、聘请社会监督
员、成立门急诊、住院病人回访专班等
方式，多角度全方位了解老百姓看病就
医感受，解决群众最关心、最不满意的
看病就医问题。东丽医院院长赵广海
说：“倾听患者就医感受，了解病人的所
需所求，立行立改提升服务质量，才能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
服务。”

2008年，电影《黄石的孩子》
上映，在影片的结尾，中国游击队
队员陈汉生（周润发饰演）、外国
护士丽和一个外号为“老四”的小
孩子坐在一座坟墓前。面对长眠
于此的逝者，外号为“老四”的孩
子轻轻地说：“我长大了我不会尿
床了，狼来了我会把它赶走。”墓碑周
围被大雪覆盖，镜头切换到全景后，可
以看到屋顶上、树枝上、山谷里全变成
一片雪白，天地间此刻显得无比寂静，
正如墓主人一向的风格——不善于宣
扬自己，总是朴实、简单而又纯粹。

2020年，故事里这位英年早逝的
主人公离开我们整整75年了，在这75
年里，他的名字极少被人谈起，甚至关
于他的书籍也少得可怜。他轻轻地
来，又悄悄地走，正如雪花悄悄亲吻了
一下挚爱的大地。他的人生意外地停
止在30岁的这一年，他把满腔热忱永
远地留在了他所热爱的中国大地，把
一生留给了他所热爱的中国人民。

他，就是英国记者、中国两所培黎
学校校长、中英人民友谊的纽带和象
征——乔治·何克（George Hogg，
1915—1945）。

1915年，乔治·何克出生于英国
哈彭登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何克是
他的中文名。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父亲罗伯特经营着一家名为“霍格和
他的孩子们”的裁缝店，在当地小有名
气。何克从6岁起就接受家庭教师的

辅导，到10岁那年被送往位于瑞士日内
瓦河岸的格兰德中学学习，也是从那时
候起，他开始正式接触和平主义教育。
这是一所特立独行的学校，学校处处洋
溢着自由民主的氛围，旨在打破一切年
龄、性别、阶级、国籍的隔阂，学校所有的
教职员工都会和学生一起劳动。

学校每周召开一次例会，在会上学生
可以自由批评老师乃至校长，对何克来说，
这是个具有革命性的主意，在小乔治的心
中撒下了民主和平等精神的种子。这种精
神甚至影响到了何克成年后的行为，日后当
何克担任中国培黎职业技术学校校长职务
时，也经常召开类似的大会，他还在学校设
立学生自治委员会，让学生进行自我管理。

之后，何克来到圣·乔治学校上学，在
学校里，凭借着出色的运动能力，他在校
园内崭露头角，继而成为全校的风云人
物。他的老师写道：“我看出他将来是大
有希望的，因为我感觉到他身上蕴藏着巨
大的力量，而且有着崇高的生活目的。他
毫无傲气，而是真正的谦虚。他缄默而无
矫饰，但在年级里的影响力却是最大的。
我很高兴地观察到，在他走后的很多年
里，新的一代的级长们仍然显露出他们无
意中从乔治身上学来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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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丽正说：“王兄真是铁云先
生知音，所论无一不切中肯綮。
但不知这位铁云先生何许人也？”

王昙答曰：“是河北大兴人，姓
舒名位，字立人，铁云是他的号。
乾隆五十三年举顺天乡试，这次少
不了也要进京的，说不准还能见着呢。”

二人在梅花岭上饮酒论诗，谈得十
分投机。不知不觉已经日过中午。王昙
谈锋雄健，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丽正待
他住口饮酒，连忙提醒说：“在下初来扬
州，很多地方都想看看，今日就此别过，
改日再聆教诲。”不想王昙哈哈笑道：“我
也正想随处看看，何妨结伴同行？”

于是二人相偕离开梅花岭。
下得岭来，丽正说：“幼读鲍照的

《芜城赋》，记得有‘柂以漕渠，轴以昆
岗’之句，但不知昆岗在扬州何处？有
没有什么好看的景致？”

王昙说：“昆岗即今之蜀岗。在城西
北，距城四里。这才是真岗，不像梅花岭
是人工堆积的。蜀岗东西绵延四十余
里。旧传地脉直通四川，因此得名。岗
上有法净寺，香火极盛，值得一游。”

丽正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回
来晚了，城门落锁就麻烦了。”

王昙说：“不妨事，如果自
此向北，绕城而过不算太远。”
于是二人便向北走去。刚到天
宁寺门口，只听欢声雷动。远
望许多人围成一个圆圈，喝彩
声便自那边传来。王昙性喜热

闹，便邀丽正前去观看。走近看时原是杂
耍卖艺的，正在表演。一老者，须发皆白，
但精神矍铄，正在表演七窍喷火之术。那
老者先实木屑谷糠于口，然后点燃，腹中运
气，红色火焰便自口中吐出，鼻中、耳中一
齐冒出烟来。观众齐声喝彩，一时制钱、散
碎银子抛满场中地上。紧接着，只见一个
十四五岁的女孩子飞身跳上离地五尺多高
的绳索，端的身轻如燕。只见她手拿一把
团扇，在绳索上翩翩舞将起来。忽而夜叉
探海，忽而白鹤冲天；忽而丹凤展翅，忽而
灵猿献桃。闪展腾挪，舞姿百变不穷。正
当观众眼花缭乱之时，那姑娘一个背跃跳
下绳索，真个是捷如灵猫，落地无声。观众
中又爆发出一阵喝彩声，接着又是铜钱、银
角子雨点般抛洒过来。那老汉一边团团作
揖谢赏，一边让姑娘端起簸箩捡拾赏钱。

正当此时，一声吆喝来了一伙人。丽
正看时，为首一人面如风干橘皮，十分丑
陋，但服饰讲究，像是衙门的师爷。身后

跟着四个彪形大汉，面目凶恶，像
是衙役又像是恶奴。观众见他
们来者不善，霎时散去了一半。
那师爷模样的人来到场子当中，
二话不说，劈手夺过姑娘手中的
簸箩，啪的一声摔在地下。

11 饮酒论诗很投机 11 为妈妈朗读

刘乙己根本不顾我的表情，
仍旧自顾自地说着：“后来推断不
是枪毙的。那时，国民党宪兵队
秘密行刑不开枪，田文佐是在半
夜被活埋的。”活埋？我听罢，迅
速思考起来。那个田文佐骑着高
头大马进山讨伐，被八路军打成
瘸子。国民党保安队跟国民党宪兵队
是自家人，自家人不会活埋自家人吧？

这样想着，我做出合理判断：“那
个半夜被活埋的田文佐，肯定不是我
二姨的丈夫！”刘乙己说：“这事儿要去
问你姥姥，她应该知道自家女婿的下
落。”我“嗯嗯”应答，顺手拿了本《坚守
要塞》翻看着。他说，这是新中国成立
前的版本，你要借走看的话不要外传。

我就说，你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可
是书籍里的知识，没有新社会与旧社会的
区别吧？比如，匪兵杀害刘胡兰的凶器，
旧社会叫铡刀，新社会还叫铡刀。刘乙己
听罢有些激动，称赞我具备思考能力，是
个好苗子，将来报考大学很有前途。我说
外祖母要我长大报考技校，当工人凭手艺
吃饭最安全。刘乙己就说：“你姥姥饱经
风霜，阅历丰富，她当然首先是要考虑安
全。不过人生在世，还是需要多读书的。”

我把《坚守要塞》夹在腋下回到家
里。外祖母盯着我说：“你也在胳肢窝
底下夹着书，这是跟刘乙己学的吧？”
我本想向刘乙己请教怎样防止家庭破
裂的策略，可是光借了本旧书就回来
了，这叫人小忘性大。突然听到里间

屋传出急促的喘息声，我拔腿跑到床前，
看到妈妈正疼得脸色惨白。

这就是妈妈的坚韧性格，强忍骨折疼
痛决不呻吟，反倒问我手里拿着什么书？
我说是《坚守要塞》。她仿佛听到特殊词
汇，咧嘴笑了笑。我破天荒看到妈妈的笑
容，感到很奇特。妈妈让我读书给她听，说
随便翻到哪页都可以。我随手翻到第49页，
第二自然段是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我轻声
朗读起来：“人们说女子弱不禁风。是的，我
承认自己羸弱，既不能翻山也不能涉水，独
自来到岸边等候渡船。艄公皮肤黢黑体格
健硕，他默默撑篙渡河，默默送我登岸。就
这样我从女儿成为妻子，之后从妻子成为母
亲。我的孩子啊，你明天就要独闯世界了，
你将负重行走遭受多次挫折，记住有两宗东
西不可丢弃，一是对自由河流的追求，它会
带你通往广博的海洋；二是对正义要塞的坚
守，它会让你抵御邪恶的泛滥。你还要懂得
悲悯和奉献，不要害怕前边搭建祭台……”

突然，妈妈泪流满面，我立刻停止朗
读。妈妈闭目说道：“应该还有几句话，你
还没有读完呢。”我继续朗读：“我的孩子，
今生今世你这样做了，我就承认你是我的
儿子，你也会承认我是你母亲。”妈妈睁眼
望着我说：“《坚守要塞》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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