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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振兴

“枣”致富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李磊

宁河区积极挖掘当地资源大力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

稻香花海“老物件”一解乡愁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 田雨宸 张宁

积极利用红色资源,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
基因；发掘保护村庄老物件，保护农业文化遗产，
不忘乡愁；搞好村庄环境建设，发展稻蟹立体种
养，建好美丽农庄……近年来，宁河区以党建为
引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积极挖掘当地资源大
力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绿交
织”、强村富民之路。

挖掘利用红色资源
拓宽乡村振兴之路

短短3个月，有1万多名党员干部来到宁河区
俵口镇“于方舟故居”纪念馆，开展理想信念主题
教育，追寻红色印记，做好新时代的答卷人。“于
方舟故居”纪念馆就位于该镇解放村。

今年5月，宁河区推出“重走方舟路”红色研
学项目，旨在积极利用红色资源,弘扬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积极推进红色文旅产业发展。“重
走方舟路”项目以革命先驱于方舟故居为核心，
围绕该区俵口镇五个村庄，拓展形成一条3.8公里
的红色文旅线路。

村“一肩挑”于文东说：“解放村是革命先驱
于方舟的家乡，我们积极保护利用这一红色资
源，定期举办党课，教育全村党员发扬革命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解放村还建有3个红色教育基地：党员宣
誓广场、方舟文化公园、方舟剧场。于文东介绍，
这3个基地是党员、村民学习的又一阵地。目前
全村共有党员80名，村党支部发展入党积极分子
10多名。
“重走方舟路”带火了村庄红色旅游，依靠红

色研学游的核心竞争力，既延续了红色文化催人
奋进的教育功能，也通过红色旅游产业带来不错
的经济效益。

为配套搞好“重走方舟路”红色文化旅游，
该村组建了旅游公司，并聘请了专业管理团队
进行管理。积极搞好餐饮、住宿、游船等相关
旅游配套服务。在方便游客的同时，形成了红
色旅游文化产业链，吸纳村民就业，增加村民
的收入。

59岁的村民于文海，因为年龄较大，外出打
工困难。他被旅游公司吸纳成为一名游船的划
船工，有了一份较为稳定的收入，特别满意。

在村中，还建有一个宁河区优质农产品销售
市场，有七里海香蟹、小站稻米等宁河区特产，在
方便游客购买的同时，也促进了宁河区优质农产
品销售，增加村民的家庭收入。

“老物件”变废为宝
让青年人不忘乡愁

宁河区宁河镇杨泗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美
丽村庄。

沿着宽阔整洁的街道，记者跟随村“一肩挑”
廉春英来到村史馆（农村老物件展览室），感受这
个村庄的历史文化。

马鞭子、煤油灯、大水缸……走进这个村史

馆，浓浓的农耕历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只见贴
墙的大柜子里摆放着几十种老物件，定睛细看，
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离不开的生产、生活
用品，令人感慨万分。

廉春英介绍，这些老物件大都是从农户家里
收集而来的，已不再使用。比如马鞭子，那是过
去村里的“车把式”用来驱赶马车用的。过去农
村没有汽车，运输农业生产和生活物资都是用马
车，现在村里再也没有马车了，马鞭子也就消失
了。再比如煤油灯，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民
家里用来照明用的，因为那时没有电灯，村民们
就用这种燃烧煤油的灯来照明，很辛苦，却也很
温馨。

走进村史馆另外一个房间，搭建有一个过去
农村的土炕，上面放着炕桌，墙角处还有织布机，
桌上摆放着一个煤油灯和一个老式茶壶，吸引了
参观者驻足拍照、拍视频。

廉春英告诉记者，随着时代的进步，昔日农
村生产生活中不离不弃的老物件，今天已经退出
了历史舞台，但过去的生活是不该被遗忘的。这
些老物件虽然不再被使用，但他们是老一代村民
挥之不去的回忆，虽然有辛苦，但也有幸福的温
馨。村里展出这些东西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
是告诉现在的年轻人，不忘乡愁，发愤图强，踔厉
奋发，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
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是农业文明历史传承的精
华，记录着人类农业文明发展历程，泽被现代生
态农业发展，这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不

该被舍弃或忘记。
最近两年来，杨泗村新建了多处民宿，发展旅

游效果很好。“老物件”也发挥出了很好的作用。
记者走进一家民宿，只见一个房间里摆放的

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家家户户拥有的黑白电
视机、卡式录音机等，营造了一种特别温馨的怀
旧氛围，受到游客的欢迎。在庭院里也随处可见
一些“老物件”，比如，过去使用的磨盘、水缸等，
让城里的游客倍感新鲜，丰富了旅游内容。

充分利用过去“老物件”，让其为现在村庄发
展献力。

白墙灰瓦，方宅合院,绿竹婆娑……走在杨泗
村这个北方传统村落里，满眼却都是南方水乡的
建筑风格，令人感到新奇。

廉春英说，杨泗村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清
康熙年间,村子早年兴盛时就是灰瓦白墙的院落
样式,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一传统民居特色逐渐消
失，最后变成了千村一面的普通乡村。为发展村
庄特色旅游，村“两委”班子决心恢复过去传统村
落样式，现在已经打造出了样板街道，古朴素雅，
温馨怡人，农文旅深度融合。

现在的杨泗村已成为网红打卡地，该村在充
分发掘村庄历史文化的同时，积极打造现代旅游
乐园，“古今”对接，创造美化新生活。

村里种植了1000亩油菜花，栽种了2000多亩
水稻，打造“稻香花海”游览观光区。开通了“小
火车”，建立观景台和秋千架，还辟有动物观赏和
喂养等区域。大人们开心，孩子们欢笑，成为了
远近闻名的亲子游乐园……

打造美丽田园
促进旅游发展

在宁河区廉庄镇有这样一个美丽的村庄，有800
亩稻田，可闻稻花香；有大片花海，可拍婚纱照；有古
香古色的农家小院，可供游客居住；还有一条宽阔的
蓟运河，清波荡漾，芦苇丛丛，愉悦身心。

这个美丽的村庄就是木头窝村。在区、镇相关
部门大力支持下，该村“两委”班子打造美丽稻田、乘
船游、亲子游等多种乡村旅游元素，多点位发展特色
乡村旅游，让这个美丽农庄美不胜收，亮点频闪。

村“一肩挑”张洪亮介绍，过去村庄发展很慢，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致富产业，只是简单地种
水稻。随着城市居民消费的变化，到农村旅游观光
已成为一种时尚，村“两委”班子抓住良机，带领村民
积极打造供市民休闲娱乐的项目，让美丽田园成为
网红打卡地。

在征求村民同意的前提下，村“两委”班子进行
了统一流转，并把流转的稻田交给一家旅游公司经
营，每亩流转费用1000多元，成为村民家庭一笔稳
定的收入。为积极开展旅游，村“两委”班子还利用
新农村项目资金打造稻田观赏木栈道长廊，让游客
们轻松观赏即将丰收的稻田，近距离实地体验稻花
香里说丰年的感受。村边的稻田里还放养了七里海
野生河蟹，游客们可以在稻田边捕捉“横行霸道”的
河蟹，体验传统农耕乐趣……

为丰富旅游内容，村“两委”班子还围绕稻田，积
极开掘水上旅游项目，兴建游船码头，投入多条小型
游船，搭载游客近距离欣赏美丽田园。记者看到，这
里的河道虽然不宽，但河水清澈，两岸还栽种五彩的
鲜花，仿佛进入江南水镇，令人舒心惬意。

从田野走回村里，走进一户民宿，只见屋顶挂起
大红灯笼，雪白的墙壁上画着清淡雅致的水墨画，令
人耳目一新。经营户介绍，现在村里游客增多了，对
吃住玩都有需求，在村里的大力帮助下，他家利用过
去的老房子翻建了这个民宿，没想到特别受欢迎，全
家特别高兴，也有了一个特别好的收入来源。

张洪亮告诉记者，乡村旅游最忌讳单打一，最需
要完善旅游链条，满足游客吃住玩等需求。为此，村
里积极利用闲置的老房改建精品民宿，村民有收益，
游客有住处，取得了“双赢”。村“两委”班子正在开
辟新的旅游景点，将村庄的每一个重要节点都打造
成一个旅游景点。

发展乡村旅游，村庄环境美化特别重要。
记者看到，木头窝村，绿树成行、鲜花盛开，仿佛

是一个大公园。为了搞好村庄绿化，村里特意聘请
一家专业园林公司进行设计、规划、建设，促使整个
村庄的园林绿化做到了高档次。不仅美化了环境，
促进了旅游，还帮助村民就业增收。

在村中，记者巧遇一位姓张的村民，他刚刚给花
木浇完水。这位村民笑着说，他已经60多岁，原先
在外地一家企业打工，后来因为要回家帮助照看孙
子，不能出村干活儿了。让他没想到的是，村里成立
了绿化园林队，他在这里找到一个岗位，每月工资
2000多元，特别开心。
“金窝、银窝，不如我们木头窝！”村民们自豪地

说道。“我们正结合廉庄镇总体规划，进一步做好
‘水’和‘稻’两篇大文章，继续推进村庄内水系贯通，
在水系周边建设民俗木屋；继续建好稻田景观，开发
水上娱乐项目。同时，打造林下经济、庭院经济，带
动村民致富，做优做精水稻产业，打造农文游深度融
合的美丽新农村。”张洪亮说。

眼下，静海区子牙镇王家村种
植的200亩马牙枣陆续成熟进入采
摘季。一颗颗皮薄肉厚、口感甜脆
的马牙枣赢得消费者青睐，成为村
民增收致富的“金豆子”。

在枣农王境刚的枣园，1000多
棵枣树成方连片，挂在枝头的马牙
枣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玛瑙，红
绿相间，美不胜收。

王境刚有10多年的枣树种植
经验，今年他家种植了20亩马牙
枣，通过施肥调控、枝叶修剪、花果
管理等精细化栽培手段，持续促进
马牙枣优质丰产。

王境刚高兴地说：“今年我家的
枣树又获得了大丰收。每棵枣树平
均能产25公斤马牙枣，每公斤马牙
枣的收购价格在5元到6元。这样
算来，1000多棵枣树大约能收益15
万元。”

今年，王家村共有14户村民种
植马牙枣，种植总面积达到200亩，
每亩产量在1500公斤左右，预计总
产量可达30万公斤左右。马牙枣
成熟采摘后，一改村民自己售卖的
原始销售方式，村“两委”班子积极
拓宽销售渠道，设置“枣果集合地”，
引荐外地批发商到村里统一收购。

村“一肩挑”张东伟说：“我们村
目前有一个小型中转站，批发商们
早早等候在这里。在中转站有几台
分拣机器，迅速筛选出最优质的马
牙枣，之后由批发商把这些精品送
往京津冀地区的各大农超市场。”

接下来，王家村将积极搭建枣
树种植学习交流平台，通过到外地
考察学习、邀请市农科院专家培训
等方式，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
进一步探索马牙枣提质增效的方
法。同时，着力推动马牙枣中转站
规模化、制度化，实现种植户与市
场的无缝衔接。

子牙镇副镇长薛刚表示：“目
前，全镇马牙枣种植总面积920多
亩，预计总产量约200万公斤，按市
场价估算，总收入可达 810万元。
我们将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
手，让特色马牙枣产业不断释放红
利，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
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木头窝村稻田里的木栈道

�“重走方舟路”的红色游船

▲杨泗村展示的村中老物件

文化从来都是一种潜移默
化的东西，是历史和习惯，是一种
内在的力量。经过多年的积淀和
传承，律师行业也形成了自己独
有的文化特征，而外界也对律师
行业有约定俗成的认知，律师就
该是这样的或者就该是那样的，这也
是律师文化的一部分。
很多律师事务所为了营造自己的

律师文化，会打造一面“律师文化墙”。
把律师事务所的经营理念、终极目标和
价值观用文字的形式提炼出来，形成标
语或者图表挂在墙上。这至少说明律
师事务所的领头人有文化意识。很多
律师事务所直接命名并且写在墙上“文
化墙”三个字。每一位律师，都会有迥异
于他人的特点，就像每个人都会有一张自
己的面孔，每个人都与众不同自带光芒，
也大可不必形成口号，每一棵树站在那里
看似是其中之一，其实都是卓尔不群的。
文化墙上，可能会有律师文化生活

的体现，比如律师业外生活的照片，律
师的书法展或者摄影展，还会有“学习
园地”里面律师所写的心得和体会，就
算是摘录了古今中外法学名人的名言，
摘录了就是文化认同。挂在墙上就开
卷有益，不管是杂乱无序，还是井然有
序，都是律师文化的体现。对于文化，
还有一种简单的分类方法，就是“有文
化”和“没文化”，就算是“没文化”，也是
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因为就是这个水
平。比较起“没文化”的文化，更应该强

调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该“有文化”，并且
传承更加丰满厚重的律师文化。

有的律师事务所对年轻人关爱有加，
有的律师事务所人与人之间仅仅是同事
关系，甚至叫“同屋关系”——除了在一
间屋子里面，他们之间好像也没有什么
关系。这些都是各自律师事务所的不同
文化风貌，虽然这些并不能直接挂在律
师事务所的文化墙上，但其实看起来也
是一目了然。

走进律师事务所内部，可以看到这
家律师事务所的更多细节，律师工位的
文件摆放整齐还是凌乱，埋头工作的律
师的精神风貌怎么样，走来走去的律师
事务所行政辅助人员是不是面带微笑，
这些可能就是一家律师事务所文化的由
表及里。接下来，看看这家律师事务所
出具的法律文书是怎么写的，对待一个
案件是采取怎样的工作态度，才是对于
文化探讨的层层递进。老百姓的说法是，
真正的了解是要“共过事”，先从初次见
面的时间来看，有的律师非常守时，有的
律师就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律师事务所的文化墙，至少是这家律
师事务所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出门认真洗
脸打扮，总还是对自己和对这个世界负责。

21 写满“文化”的墙

龚自珍路上无心观看沿途的秀
丽山水，只在舟中饮茶看书。这日
船过苏州，他不想重新引起外祖父
心中的伤痛，竟然没有上岸，就匆匆
而过。过苏州后，他在舟中沉沉睡
去，直到四更时分，方才醒来。不知
什么时候船已经停了下来，也不知停泊
在什么地方。他推窗一望，但见残月如
钩，斜挂南天，洒下半江淡淡清辉，江上
夜雾如纱，轻风阵阵。隐隐约约看见岸
上山峰，影如倩女，娉娉婷婷；螺鬓半偏，
晨妆待理，酷似妻子妆台前的背影。
他不禁心头一阵酸楚。正在这时，

又听见远处笛声悠扬，仿佛哪家迎亲的
船只，渐渐远去。他又不禁想起自己新
婚成礼、洞房花烛的情景来。越想越不
是滋味，又拿起随身携带的玉箫，呜呜地
吹起来。一曲刚停，却听见邻船有人吟
咏，听声音，似曾相识：

残月斜照窗子明，谁家巧作断肠

声。无端心绪最关情。

风动罗帷惊晓梦，披衣起看正三

更。江花露湿暗香生。

自珍一听，却是一首《浣溪沙》。略
一沉吟，他以箫击节，接口吟道：

幽梦四更醒，欸乃声停。吴天月落

半江阴。蓦地横吹三孔笛，聘

取湘灵。

螺鬓锁娉婷，烟雾青青。

看他潮长又潮平。香草美人吟

未了，防有蛟听。

晨雾消散，夜泊江岸的船

只陆续开航。自珍正在船头漱洗，却见一只
官船从旁边驶来。船舱中一个丫鬟模样的
小姑娘探出头来，望着自珍问道：“请问公子
尊姓大名？昨晚吹箫、吟诗的可是你吗？”自
珍生性豁达，不假思索地回答：“在下仁和龚
大，昨夜，吹箫惊扰姑娘清梦，还请见谅。敢
问姑娘是何家宝眷？”那丫头没有回答，缩回
了船舱。自珍正觉得没趣，那丫头却走出舱
来，回头对自珍说道：“我家老爷姓何，我们
是前去安庆上任的。”话未说完，船已经顺风
过去了。自珍暗想，这丫头听声音好熟，却
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们既是去安庆，少
不了还有几天同行，不难问个究竟。谁知这
天顺风顺水，官船扯满帆，很快便走得不见
影子了，初时自珍还不觉得怎样，到了晚上
仍然没有追上那只官船，心头竟然怅惘若有
所失。不过很快也就忘记了。
回到徽州，龚自珍闭门读书。他冷静

地思考了近年来国家发生的一些大事，结
合自己的见闻、感受撰写了《明良论》四

篇。这组文章暴露了封建衰世的
贫穷落后，讽刺了封建官吏的寡
廉鲜耻，指出论资排辈的用人制
度极不合理。他甚至把批判的锋
芒指向封建皇帝，指出君主制度
是一切弊端的根源。

53 撰写《明良论》四篇 8 外号“能耐梗”

郭玉昕遇事讲道理，还有一股
江湖义气。高克己私底下便送了他
个外号“能耐梗”。郭玉昕没有辜负
高克己的期望，将这个外号发挥到
了极致。在不长的时间里，他成了
公安处的业务能手、侦破标兵、破案
楷模。凡是公安处管辖范围内发生的
案件，只要他一上手，十有八九就会宣
布顺利告破。有一次，他带人侦破一个
货盗案件，本来是形同乱麻理不出头绪
的现场，他闪亮登场之后，三下五除二
便挖出线索，指明侦破方向，带着刑警
队和派出所的人马捣毁了一个盗窃销
赃团伙，抓了二十多个嫌疑人。当地公
安局和派出所所长摆宴庆功，酒酣热耳
的当口儿，所长端着酒杯过来冲郭玉昕
说：“都说你是‘能耐梗’，神通广大，今天
我算见识了。我代表全体参战同志敬你
一杯！”话音没落地，郭玉昕就把酒杯摔
在桌上，指着所长的鼻子道：“我叫郭玉
昕，你不喊职务，喊郭师傅啊。如果觉得
岁数比我大，挂不住脸儿，你可以叫我同
志。别道听途说张着个叫驴嗓子乱喷！”
说翻脸就翻脸，把所长僵在那里动弹不
得，要不是旁人打圆场，挺好的庆功宴非
得搞成武林大会不可。

事后，所长拜访了很多人，才弄明
白郭玉昕当时为何翻脸。原因就在这
个外号“能耐梗”上。郭玉昕优点和缺
点都非常明显，那就是别人行的我行，
别人不行的我也行！越有困难越兴奋，
越是艰险越向前。

郭玉昕如此优秀和个性，现在却在文
化街上开了个“闲得难受”的文玩店铺，关
起门来当老板，连警察都不当了。说起来，
这件事与高克己还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
若不是因为当年的一起要案，郭玉昕据理
力争拍案而起愤而辞职，说不定现在他也
能当个支队长。可郭玉昕毕竟是郭玉昕，
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昂首挺胸夺门而去，
只有高克己在院子里拦住他，生拉硬拽地
想让他回去：“你就这么走了让我怎么办？
假如真有一天案子翻过来，谁来给我作
证？”郭玉昕甩开高克己的手说：“你别做梦
了！这是铁案，你我死了也翻不过来！”走
出大门后，他转回身狠狠地啐了一口说：
“老子以后再进这个门，就是孙子……”

这天，郭玉昕正在店里喝茶，桌上的手
机响了，他放下茶杯，拿起了手机，显示屏
上出现高克己的名字。郭玉昕心里想着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窝囊废’给我发什么
信息”，边想边点开信息框看着，对方发过
来的是一个视频，通过视频显示出来的图
像，他明显地听出高克己的语气里，夹带着
一种紧张和冲动：“‘能耐梗’，你看看，这个
东西你眼熟吗？”郭玉昕皱起眉头，仔细地
端详着视频里的东西，不由得嘴角往后一
咧，舌头顶住下牙床短促地吸了一口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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