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走进乡村看发展

12乡村振兴
2022年11月16日 星期三 责编：赵云克

“津产”鲈鱼

收益多金
本报记者 王音

乡村蝶变绘就振兴新图景
——静海区多措并举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刘芳

“过去养鲈鱼，都要去南方买鱼
苗。现在有了现代化孵化温室，咱
在本地就能繁育鱼苗。我们的鱼苗
不仅供自己养殖，还卖到了全国各
地，收益比之前增加了50%。”初冬
时节，在西青区王稳庄镇二侯庄村
的鲈鱼现代化养殖与繁育基地，养
殖户孙学民一面忙着撒网捞鱼，一
边向记者介绍，“大口黑鲈反季节繁
育及养殖设施提升改造项目”为企
业带来的收益。

孙学民经营的天津超林水产养
殖有限公司，是市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今年4月，由政府以补贴
形式与企业各出资450万元建设的
“大口黑鲈反季节繁育及养殖设施
提升改造项目”正式投入使用。经
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摸索，孙学民成
功繁育了第一批鲈鱼。
“异地采购的鱼苗不仅成本高，

病死率也高。自己繁育既能保证鱼
苗质量，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
益。正是有了政府的补贴，我们才
有机会上这个新项目，企业的发展
也随着迈上了新台阶。”孙学民说。

现代化孵化温室实现了孙学民
的鲈鱼繁育梦，现代化养殖温室更
是让他在鲈鱼养殖上有了大展拳脚
的机会。即便是在北方的寒冷冬
季，养殖池内的水温也可以长期保
持在适于鲈鱼生长的舒适温度。与
此同时，池内的水量、鱼苗密度等指
标都实现了科学自主调控，鲈鱼不
仅长得好、长得肥，病死率也低。现
代化水产养殖，让孙学民对未来的
发展更有信心和干劲。为此，他还
主动邀请了农业专家前来指点迷
津，帮助企业尝试新品种繁育和养
殖。西青区是都市型农业典型示范
区。日前，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的2022年农
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西青区
名列其中。近年来，西青区以重点
项目为依托，全面推进示范区建
设。王稳庄镇重点推动的“大口黑
鲈反季节繁育及养殖设施提升改造
项目”已初见成效，实现了鲈鱼本地
繁育，经济效益较之前增长了50%。
同时，“王稳庄土地综合利用——小
站稻产业综合提升”等优势项目已
形成品牌效应，农民增收致富有了
稳稳的依靠。

西青区将聚焦设施化、园区化、
融合化、绿色化、数字化创建要求，
以重点项目为依托，采取多种模式
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推进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建设。

初冬的静海，寒意渐浓，但美景依旧。
在乡间阡陌巷道，被风拂过的落叶在平整的

路面铺就金黄的地毯，红色的果子挂满景观树，
洁净的环境，友爱的邻里，收获的喜悦与对生活
的满足交织在一起，幸福感在每个人心头环绕。

这份安逸与幸福来自乡村振兴下的蝶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振兴。静海区以乡村振兴示范
村创建起笔，通过党建赋能，因地制宜，打出振兴
“组合拳”，不断解锁乡村振兴“富民密码”，让村
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攀升。

“红+绿”铺就兴村富民路

紧邻团泊湖西岸的杨成庄乡宫家屯村是一
个有1000多人，却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小村庄。
村内最值得骄傲的就是红色底蕴，而说到宫家屯
村的崛起就不得不提村内的“乡贤”徐庆星。

作为从村内走出的大学生，徐庆星从小就将
红色基因融进血液。2018年退休之后，他带着美
好的愿景与满满的干劲儿回到宫家屯村，一头扎
进家乡的建设中。
“红色基因是我们的魂，特有的红色底蕴是

宫家屯村的资源优势。经过与上级部门和村‘两
委’沟通商议后，决定以党史为主线，开拓一条别
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徐庆星说。

在徐庆星的助推下，依托村内烈士陵园建设
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借助村民的热情将村史馆
建成并丰富起来。满腹学识、一腔热情的徐庆星就
像是一支火把，让沉寂已久的小村庄“燃”起来了。
“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徐庆星、“天津市敬业奉

献好人”解学刚，还有各种各样的“凡人微光”，在好
榜样的带动下，村民的内心也开始活络起来。

绿色是乡村的底色，发展绿色产业是推进乡
村振兴的大引擎。宫家屯村虽说土地盐碱地居
多，但是振兴的火焰一燃起来，再多的困难都能
迎刃而解。

向行家里手学习，向种植大户取经。为促进
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2021年，村“两委”从
村民手中流转160亩耕地建设高标准温室大棚，一
期20个温室大棚已搭建完成，并于近期成功引进
了一家种植企业，开展高端水果种植和培育。
“我们乘着设施农业发展的东风，有效促进

项目落地，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更重要的是村
民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和学习高端种植技术和管
理经验，大大开阔了眼界。”杨成庄乡宫家屯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振勇说。
“一红一绿”这套“组合拳”，不仅让流淌在村

民血脉中的红色基因“醒”过来，也让村庄在振兴
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精彩。通过全村上下的
不懈努力，目前宫家屯村已经成为国家级2A景
区，村民们的人均年收入也接近3万元。

如今，回想起村内的变化，宫家屯村村民总
开玩笑地说，那速度就好像“坐火箭”，好像一夜
之间什么都变了。
“只要肯改变，一切都不是难事。”现在宫家

屯村正努力打造“红色文化+休闲农业+商贸服
务”融合发展的特色乡村旅游品牌，“我们将继续
坚持特色发展之路，让产业连点成线，人人参与
受益，奏响乡村振兴‘协奏曲’。”李振勇信心满怀
地说。

“新农人”带动梨产业重塑提升

秋冬空气干燥适合吃梨。
在天津市面积最大的梨树种植区良王庄乡

罗阁庄村，果农王红蕊正在自家仓库里对剩余的
存货进行清点，虽然从树上采摘下来已有一段时
间，但是梨的品质一点也没有打折扣，用手一捏，
清甜的梨汁瞬间喷涌而出。
“今年早春对部分梨树进行了换头，产量虽然

少了，但是品质不错，收益跟去年基本持平。”作为
“梨二代”，王红蕊对于自家的梨园如数家珍。

作为静海区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同时
也是村民们爱不释手的“金疙瘩”，凭借着土壤薄
碱富硼的优势和村“两委”多年来的细致部署与
辛苦耕耘，打破了梨树收成不理想的桎梏，通过
成立合作社、引进新品种、科学化管理让村民的
腰包逐渐鼓了起来。

如今老一辈果农卸甲退居二线成为技术指
导员，而越来越多像王红蕊这样想法新、脑子活、
懂市场、敢创新的“新农人”回归务农，接过接力
棒带动着村内的梨产业重塑提升。
“年轻人通过网络拓展了销售渠道，现在线

上线下销售‘齐开花’，我们村委会也与时俱进，
除请专家传授新技术外，还组织成立了梨树协
会，从科学技术、管理培训、拓展渠道等方面全面
提升村里梨树种植能力。”良王庄乡罗阁庄村驻
村第一书记赵长海介绍。

在村“两委”的引领下罗阁庄村依靠梨园经
济，走出一条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获得了首批
市级“一村一品”称号和全国第十二批“一村一
品”称号。

吸引村民返乡的不仅仅是种梨带来的经济
效益，村庄人居环境的提升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作为静海区第二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罗
阁庄村“两委”今年铆足干劲儿对村内的环境进
行整治。
“我们村内现在道路干净整洁了，房屋更加

规整有序了，已经成为周边各村争相学习的典型
和标杆，也为村内规划的民宿旅游产业打下了坚
实基础。”良王庄乡罗阁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秦学立说。

凭借如诗如画的村容村貌，罗阁庄村的千亩
梨园被选为2021年天津市“中国农民丰收节”主
会场。不仅如此，借助“梨乡”的东风，良王庄乡
通过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持续壮大集体经济，如
今乡内东部鱼儿畅游、西部满眼青翠、南部梨果

累累、北部花卉耀眼，形成了以产业促经济、以
经济反哺产业的良性循环，带动更多的村民共同
致富。

北二堡村、宫家屯村、罗阁庄村的蜕变故事只
是静海区众多村庄的缩影。

久久为功、绵绵用力，把难点变为“拐点”，用
量变引起质变。静海区农业农村委党委书记、主
任任永江表示，接下来，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
引，以“美丽田园、美丽村庄、美丽庭院”建设为抓
手，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2022年至2025年建成12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示范
村，让一幅幅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在静
海区徐徐展开。

康养文旅融合促振兴

日前，静海区台头镇北二堡村的房客王艳将
村民送来的玉米粒放在门前铺平晾干后，拿起小
铲子，整理起菜园子。
“退休以后，我就来了北二堡村，住在这儿的

农家院里，对于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我来说，这里
的一切都那么新鲜。”王艳说。

耕地种田、健康疗养、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新农人”的生活是王艳的“小确幸”，也是
北二堡村现实的“桃花源”。

绿树碧水红瓦黄墙，磨盘水车凉亭码头……
对于北二堡村而言，用蝶变一词来形容毫不为过。

从“无产业、无人才、无技术”的贫困村，到天
津市首批启动的100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村之
一。北二堡村采用反向思维，遵循“生态建村、文
化强村、旅游富民”的发展思路，加强硬件设施建
设，打造融合发展的“村庄版田园综合体”。

北二堡码头烧烤、河洲咖啡……
油纸伞节、西瓜节……
灯光夜市、精品民宿……
如今北二堡村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

村”，2021年集体经营性收入36.5万元，人均可支
配收入3.2万元。

可仅依靠假日经济对于北二堡村而言还远远
不够。“现在文旅规划逐步成型，客人来了还得留
得住，我们通过‘文旅+康养’补齐短板，借助社会
力量引进了健康评估设备、投资建设‘鹿林团建’
项目，满足游客玩好、吃好、住好需求，进一步提升
服务内涵和品质。”台头镇北二堡村驻村第一书记
杨鸣义说。

如今，北二堡村康养旅游项目接待范围已辐
射周边300公里，二期康养体验中心正在规划筹
备过程中。除此之外，村史党建展览馆与党建文
化广场已于不久前建成。
“现在环境好了，收入高了，在村里住着越来

越得劲儿。”在党建文化广场散步的70多岁的张
大爷笑着说。
“村里事”变成了“家务事”，“任务命令”转为

了“激励引导”，“要我参与”变为了“我要参与”，北
二堡村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和质的提升。

乡愁已解不必再寻，北二堡村在守正创
新中走出了一条康养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
兴之路。
“今后我们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带领

全体村民以饱满的热情将北二堡村建设成记得住
乡愁、留得住人才、兴得起产业的美好家园。”杨鸣
义与北二堡村“两委”信心满满，带领村民用奋斗
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良王庄乡罗阁庄村梨花美景

良王庄乡罗阁庄村村口 台头镇北二堡村义渡码头

杨成

庄乡官家

屯村的芦

苇画

蒋柱子反倒有点不相信国民党
当局的宣传了。他想：只要不冲撞那
些当兵的，那些当兵的也不会随随
便便地杀人吧，反正自己家徒四壁，
想抢都抢无可抢。宁可信其有，不可
信其无。听说红军快进村了，蒋柱
子半信半疑，与其他磨磨叽叽不肯进
山的村民往山里移动。

大家都待在山里，屏息静气地等
着红军过境。

不久，回村里打探消息的人进山
回话说：“村里是来了一些红军，但这
些红军与过去的军队不同，他们并不
抢老百姓的东西，这些红军还说，他们
是来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听报信的人
这么一说，一些胆子大点儿的人便准
备下山了。
“还是谨慎点儿，会不会是骗人……”

有人提议先安排人下山看看，真没什么事
了大家再下山。“那我去吧！”蒋柱子说。邻
居二娃也要求和蒋柱子一起下山。

刚到半路，山下村子边忽然响起
了“噼噼啪啪”的枪声，越来越响，越来
越急，随后还听到了炮声。蒋柱子倏
然紧张起来，路上碰到一个从村里跑
出来的人，问：“出了啥事？”“红军与桂
军干起来啦！”来人回答。

听说是打仗了，谁还敢下山，于是
蒋柱子就地待着。

天黑时，枪声渐渐稀疏下来。夜
深了，枪声消失了。第二天，天麻麻
亮，二娃说：“柱子爷爷，我先回村去，

顺便帮你家也看看。”“好！”蒋柱子等待
着二娃探回消息。约莫一个时辰，二娃
回来了。蒋柱子问：“村里啥情况？”二娃
说：“村里村外死了不少人。”
“打了那么久的仗，哪里有不死人

的？”蒋柱子见多了这种场面，两年前，红
七军过全州，也是打了一仗。蒋柱子又
问：“军队都走了？”二娃说：“走了。”“到
我家看了没？”“看了，也没什么，倒比以
往整齐干净多了。”二娃突然想起什么似
的，“哦，对了，我看有些红军死得好奇
怪，面部表情挺痛苦，又没有被子弹打
中。”蒋柱子说：“走，我们回去看看。”

仗是在村子外打的，果然发现不少
死难红军，他们身边流了一地血。有些
红军战士身上没有枪伤，却也死了，表情
显得很痛苦。

蒋柱子回到了自己的家，掀开米缸
发现自己的米少了不少，他暗想：谁来咱
家偷了米？

蒋柱子一看菜锅，发现有炒饭的痕迹。
二娃说：“你家的桐油罐怎么倒在地

上了？”蒋柱子一看油罐，发现果然倒在地
上，还流出来不少桐油，他顿时愣住了。
“瞧，你锅里还有用桐油炒的饭哩！”

二娃说着，伸手就要抓饭吃。

12 桐油炒的饭

水月庵是一座不大的寺院，寺中
僧人很少。山门已经十分破旧，金漆
剥落，匾额上书“水月禅林”四个大
字。院中修竹苍翠，落叶满地。东厢
两间僧房，便是姚学塽下榻之处。

相见之后，陈奂向姚氏介绍了龚
自珍。龚自珍极道仰慕之情，随后取出自
己作的功令文，向姚氏请教。开始时姚学
塽对自珍文章的识见、辞采极口称赞。看
着看着，他忽然严肃地对自珍说道：“我的
文章着墨不着笔，你的文章笔墨兼用。”

龚自珍不禁一愣，略一思忖，恭恭
敬敬地问道：“晚生愚鲁，这‘笔’‘墨’
之意具体指什么，还望明示。”姚学塽
道：“墨者，文辞也；笔者，为文旨趣也，足
下文章着笔太重，篇篇有为而作，处处针
砭时弊，力逾千钧，势挟风雷。科场之中，
司命之官，谁敢轻易推许？”自珍听罢默
然不语，他停了半晌才说：“晚生明白
了。原来科场中那些不疼不痒的模棱
两可之作，才是好文章！”

姚学塽但笑不语。自珍和陈奂告辞
出来，一路上心中五味翻腾，是悲愤？是难
过？是失望？是悔恨？他自己也说不清
楚。回到寓所之后，自珍取出以往所写的
功令文，全部一火焚之，只字不留。事后他
回忆起这次拜见姚学塽的经过，
曾愤然写道：“华年心力九分殚，
泪渍蟫鱼死不干。此事千秋无
我席，毅然一炬为归安。”自珍对
那种空洞无物、徒具形式的八股
文可以说厌恶到极点了。

龚自珍既厌恶功令文，就全身心投
入到他的“东西南北之学”中去了。在修
《清一统志》和撰写《西域置行省议》的研
究基础上，他开始撰写《蒙古图志》。全
书凡三十篇，计表十八，志十二，并附图
二十八。体制庞大，规模宏伟。因为撰
写《蒙古图志》，不可避免会遇到蒙古语
言方面的问题，他于是又同时研究起蒙
古语言中的音韵学来。时间不长，就写
成《蒙古声类表序》，深受时人推崇。由
此可见自珍治学的天赋异禀。

这一年，他还撰写了《平定罗刹方
略》。其中突出三大历史事件：首先是沙
俄从17世纪中叶开始入侵我国黑龙江流
域，其次为康熙命都统彭春等击败沙俄侵
略者，最后是《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在短
短半年内，完成如此众多的研究和著述，
其精力、才识是十分惊人的，从中也可以
看出自珍的远见卓识和爱国热情。

腊月间，自珍的同年苏州人彭蕴章
来到京师，准备参加次年的会
试，寓居在京郊圆通观。彭蕴
章，字咏莪，善诗文。除夕之
夜，二人一起在圆通观守岁。
彭蕴章拿出自己刚刚刻印的诗
集让自珍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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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进站了。高克己、郭玉昕
和老杨没有急于上车，他们先是观
察下车旅客的人数和体貌特征，确
定没有与嫌疑人何东相符的乘客，
才在发车铃声响过之后迅速地鱼贯
而入，登上这趟普速列车。

一上车，高克己就对郭玉昕和老杨
说：“我去找乘警，顺便直接奔小头，你
们俩就辛苦点吧。”郭玉昕说：“放心吧，
我和杨哥去大头。咱们餐车上见！”高
克己说的大小头，就是火车上的硬座和
卧铺。通常情况下，老刑侦们都会把人
多的硬座称为大头，而旅客相对少的卧
铺则被称为小头。车厢里的广播响起
来：为防控疫情，列车乘务员要和乘警
对每名旅客再进行一次实时体温检测，
请大家做好准备。车厢里的乘客都戴
着口罩，这又给逐一查询增加了难度。
高克己和乘警刚检查完一节车厢，他脑
子里突然冒出个念头——何东是伪装
成铁路职工上的车，即使他上车后手中
持有车票，因为是实名制购票，那也一
定与本人不符，所以得改变策略，先查
车上的通勤职工，以及软卧、厕所等那
些有门能关闭的地方，然后再核对旅客
车票。但还没容他跟乘警商量，手机就
响了，原来是郭玉昕也意识到大面积筛
查不妥，告诉他已经和杨所长正在车厢
里检查厕所和通勤职工。

卧铺和硬座车厢的两端人马，不约
而同地朝中间会集，很快就检查到了餐
车。郭玉昕走进车厢，迎头撞见韩胜喜，

还没等他询问怎么没下车，就看见对面车厢
门猛地被撞开，跑进来个穿着铁路制服的年
轻男子，他看见穿着警服的老杨和辅警，便
一把抓住座位上一名女乘客，举手亮出个带
着电线的装置高声喊道：“你们都退后！不
退后我就炸了车厢，让她和你们一起死！”

这个人就是嫌疑人何东。何东混上
列车后，一直躲在离餐车不远的厕所里，
因为他知道开车以后，乘务员和乘警照例
要进行一轮检查。等躲过这轮检查，他再
溜进餐车躲着，等火车开出平海管界，他
再下车搭乘汽车继续逃窜。车厢里的广
播，他在厕所里也听见了，这倒给他吃了
颗定心丸，认为乘警和乘务员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旅客车厢里。他刚打开厕所门
走出来，就碰上朝餐车走过来的高克己和
乘警。高克己看过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的
照片，再加上何东忘记戴上口罩，瞬间的
一瞥，让高克己立即觉得此人眼熟，他想
起颜伯虎说的横切一刀，脱口而出地喊
道：“何东！”嫌疑人何东没有防备顺口答
音道：“哎？”话音落地，他也反应过来，撒腿
就奔着前面跑，高克己和乘警一路追进餐
车。何东看见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这才
抓住女乘客当人质，与高克己他们形成对
峙，车厢里的空气陡然间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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