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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水芹村”缘何陷入发展困局？
本报记者 须俊 通讯员 新辉

隆冬时节，正是水芹上市
的高峰期，记者走进素有“水芹
种植专业村”之称的访仙镇双
茆村一方水芹基地，看到的是
一派采捞、整理、清洗、捆扎上
市的忙碌场景。得知记者前来
探访，一身泥水的邵君富连忙
赶到村委会门前，将我们带到
了他的水芹基地。

外来蔬菜批发商变身水芹
种植大户

今年70岁的邵君富是安徽
亳州人，来这里承包水面种植
水芹已有20多年了。“现在本地
种水芹的散户基本上不种了，
目前就数我种的面积最大，共
有 35亩，不过现在的规模也比
以前缩减了五分之二。”

“你咋想到到访仙镇种水
芹呢？”记者问。“我和儿子1996
年就来丹阳南门蔬菜批发市场
搞蔬菜批发了，来这里种菜也
算是走自产自销之路。”说起来
双茆村种水芹，曾当过兵、做过
老家村支书的他十分健谈。

“以前在批发市场也拿过
访仙一带的水芹，感觉这个产
品销路还不错，想着自己又有
摊位，何不到乡村找块承包地
尝试着自己也搞水芹种植呢？
2000年，在朋友的介绍下，我选
择素有水芹种植传统的双茆
村，刚开始是承包种植 10多亩
水芹，后来随着销售市场的扩
大，我就把周边的荒岗地也承
包过来进行重新开发，形成了
目前的连片种植规模。”循着老
邵手指的方向望去，一畦畦水
芹长势嫩绿。

从蔬菜批发转向集水芹种
植与批发销售于一体的产业之
路，对从未搞过水芹种植的人
来说还是新鲜事物，但老邵善
于钻研学习，“技术上遇到问
题，除了向当地老芹农请教外，
我还让儿子从网上查找了水芹
及其它蔬菜高效栽培技术的资
料进行学习。”功夫不负有心
人，邵君富的水芹种植很快走
上了正轨。

老邵边说边穿上防水衣和
皮靴，进入齐腰深的水里开始
采捞水芹，“这叫小叶节节芹，
叶片细小，茎秆脆嫩，很受消费
者欢迎。”他说，水芹从去年9月
底上市以来，一直可以卖到今
年清明，每斤批发价3至5元。

当记者问起这些年基地的
水芹种植效益时，老邵说刚开
始效益还算可以，但是规模化
种植后，投入也很大，在基地开
荒及水芹基地设施方面已经投
入四五十万元。2020年春节期
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水芹
销售受阻，水塘里未及时采捞
的水芹最后只能烂在地里。

正在现场负责运送批发的
老邵的儿子告诉记者，水芹采
捞都在寒冷的冬季，不像大棚
蔬菜和露地蔬菜能随时采收，

即使冰天雪地也要下塘采捞，
是个苦力活，现在即便是三百
元一天的工价也很难找到人采
捞水芹，因此这片基地全是他
的父亲下塘采捞。要不是当初
投资建了这片水芹种植基地，
他自己也想歇手，好在现已改
种了部分大棚蔬菜。

特色种植业日渐萎缩、后
继乏人

在邵君富的水芹基地，记
者遇到几位上了年纪的村民，
他们正帮老邵将采捞的水芹进
行分拣和清洗。72岁的范国珍
家住东茆孙村民小组，说起水
芹种植，她说，原来自家也种植
了半亩水芹，每年通过水芹销
售能有五六千元收入，但现在
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只能到基
地帮着打打零工挣些现钱。“现
在年轻人都进厂上班了，哪能
吃得了这个苦哇。”范国珍说，
以前她所在的东茆孙村民小
组，几乎家家户户搞水芹种植，
这也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一个
特色农业项目。

一旁76岁的村民孙书荣也
接过话茬：“我二十多岁就种水
芹了，一直干到七十多岁实在
干不动才退出水芹种植业。”看
到过去发展红火的水芹种植业
如今日渐萎缩，老孙感叹农业
特色种植后继乏人。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为打响
水芹种植这个“一村一特”的品
牌，多年前，访仙镇政府和当地农
服中心根据民间有关乾隆皇帝
下江南时曾钦点访仙一带水芹
品尝的典故，引导水芹种植户组
建了乾隆水芹专业合作社。目
前，合作社发展状况如何呢？

“现在我们合作社只有少
数散户，大多社员已经不再种
植水芹了。”合作社理事长梅玉
平告诉记者，以前水芹种植在
双茆村是传统富民项目，鼎盛
期村里农户种植水芹的面积有
几百亩。但现在老一代水芹种
植户因年龄大难以适应苦力活
而不得不退出，年轻一代无人
愿意接手，再加上水芹种植用
工成本居高不下，难以适应现

代化农业生产要求，导致如今
的水芹产业日渐萎缩。

蔬菜生产机械化依然是短
板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催生的
后农业时代，不少像双茆水芹
村这样的农业特色村正陷入发
展停滞期，如何推进特色专业
村发展，打造“一村一品”亮点？

市农机推广站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我市粮食生产
已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和智能化
发展，粮食的规模化种植吸引
了本地一大批原先在城里就业
的“80后”“90后”“农二代”返乡
种粮，但相比于粮食种植，蔬菜
生产的“种管收”三环节还存在
机械化的严重短板，这种管理
粗放、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
和成本高的种植活儿，不仅很
难吸引年轻人加盟，而且还使
得我市一些菜农因人工成本
高、收益下降而不得不改行或
进厂上班。

“蔬菜生产机械化是乡村
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迫切需要解决的环节。”市农
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
前，在特色农业机械化推广工
作中，最难的是蔬菜园艺业的
机械推广，而蔬菜园艺机械的
推广又难在收获、移栽等环
节。在农业机械化迈向全程全
面、高质高效发展的今天，随着
蔬菜生产机械化技术的不断引
进、试验、示范和农机农艺的融
合，我市蔬菜园艺业生产不仅
在整地、灌溉、起垄、植保上实
现机械化作业，今后在收获等
环节也将有技术突破。

图为邵君富在采捞水芹。记者 须俊 摄

有机综合种养让“软香玉”大米身价大涨
本报记者 姚磊

能人养种
“截至目前，我们村种植的

‘软香玉’大米已经卖出一大半了，
用礼盒精包装的米每斤能卖到12
元。另外，就算是农户常规种植的
散装‘软香玉’大米，每斤也能卖到
3.5元，这多亏了大家对我们的支
持呀！”18日上午，记者来到延陵镇
赵巷村村委会时，负责村上农业工
作的干部鲁伟坪微笑着告诉记者，
去年全村种植的“软香玉”喜获丰
收，“镇江好大米”评选获奖后更是
订单不断，丝毫不愁卖。

“季子”牌“软香玉”大米是赵
巷村主打生产的优质大米品牌，也
是我市获得有机稻米认证的四个
品牌之一。说起这种大米的由来，
得追溯到3年以前。2017年，赵巷
村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25岁的
鲁伟坪在研究生毕业后辞去工作
回到老家，进入了赵巷村村委会，
参与村办合作社的一些管理与销
售工作。在他打算大力推广种植
具有本地特色的优质有机大米时，
发现手头竟没有能够代表本地农
业文化特色的大米品种。于是，他
查阅县志，寻访附近多个乡村，终
于在延陵西边某村的一方农田里
找到了一种气味、外观、适口性俱
佳的水稻。“这个地方的村民祖祖
辈辈都种植这种水稻，他们只知道
这种稻米好吃，不比外面的‘南粳’
系列差，却不知道是什么品种，我
就把它引种到了赵巷村的田里，取
名为‘软香玉’。”鲁伟坪说，正是这
种优质水稻，为“季子”牌大米的四
处飘香奠定了基础。

从“软香玉”的引种开始，鲁伟
坪就摈弃了传统的种植方式，采取
了综合种养新模式。不同于单一
的稻鸭共作或稻虾共作模式，他带

领村民在稻田里既搞稻鸭共作，也
搞稻虾共作。鲁伟坪说，为了达到
最佳的绿色防控效果，赵巷村优质
稻米种植基地内的龙虾和鸭子是
分阶段投放的。“龙虾基本是在第
一年的12月至第二年的8月之间
养殖，鸭子是在第二年6月以后下
田，它们只有3个月左右的交集时
间。”他告诉记者，水稻生育期内不
施化肥不洒农药，完全按照有机生
产标准执行。此外，在非水稻生长
季，田里都会进行休耕，通过种绿
肥保持土壤肥力。

“去年赵巷村全村种了1000多
亩‘软香玉’水稻，由于天气的缘
故，单产较往年减少了300斤，但好
在采用了有机综合种养模式，没有
影响到大米的品质。”鲁伟坪向记
者介绍，去年12月11日至12日，第
二届“镇江好大米”评比活动在我
市举行，“软香玉”大米参与评选，
其以色泽光亮、米粒饱满、弹性十
足、吃口好等优势成功摘下“镇江
好大米”金奖。“获奖后的‘软香玉’
身价大涨，企业用来发福利、朋友
之间送礼也倍有面子。”鲁伟坪乐
呵呵地说道。

鲁伟坪说，不光是在稻米方
面，去年赵巷村稻田里的龙虾也收
获了大约6万斤，以平均每斤15元
的价格全部售出，7000多只鸭子也
以每只 50~60 元的价格销售一
空。“开展稻虾、稻鸭综合种养虽然
难度略高，但是效益实打实看得
见。经过粗略估算，这种种养模式
的亩效益要比传统种植高出近
1000元，这也坚定了我继续走好这
条路的信心。”鲁伟坪表示，有了大
家的认可就有了前进的动力，今年
他准备成立一个农业开发和销售
公司，将“季子”牌“软香玉”大米做
大、做强、做出特色，带着更多村民
一起干，帮助村民们解决优质农产
品的销售问题。

利用冬闲时节搞好鱼池改造

本报讯（通讯员 于叶轩）
正值农村冬闲时节，如何抓住冬
闲有利时机改造鱼池？市水产部
门提醒养殖户应从以下4个方面
着手：

干塘清淤。池塘经过一年养
殖，塘底沉积大量淤泥和有害物
质，影响池塘水体深度，不利于养
殖鱼类的健康生长。秋冬，当成
鱼全部出塘后，要及时放干池水，
并挖去塘底过多淤泥，使淤泥厚
度不超过0.2米，可有效清除有害
物质，有利于来年减少病害发生。

池塘修整。根据养殖品种和
模式需要对池塘进行标准化改
造，池塘形状为长方形，单个养殖
塘面积以 10~20 亩为宜，池塘形
状为长方形，平均塘深不低于 2
米。及时修整堤岸、道路，拔除杂
草，尤其是池塘进排水处加固夯

实，防渗防漏。有条件的，要做好
池塘护坡，如选用网片护网等，其
具有成本低、使用寿命长的优点。

翻耕晒塘。翻耕可使养殖期
间被还原的矿物质尽最大可能与
空气接触，彻底氧化；使土壤微生
物获得充分的氧气；使分层的土
壤和所施的肥料、石灰完全混
合。晒塘可使池塘土壤表层疏
松，改善通气条件，加速土壤中有
机物质转化为营养盐类，并达到
消灭病虫害的目的。凡是有条件
的生产单位，都要利用冬日晴好
天气对池塘进行翻耕和晾晒，改
善池塘的土壤条件。

药物消毒。池塘中往往存在
野杂鱼虾及多种病原生物，鱼种
放养前要对池塘进行药物消毒，
起到消灭病原和敌害生物的作
用。生石灰、漂白粉、含氯消毒剂
等都可起到池塘消毒的作用。使
用生石灰进行全池泼洒消毒时，
干塘时使用量为 50~75kg/亩，带
水清塘时为120~150kg/亩。

扫一扫，关注丹
阳日报有机农场

课堂养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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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对身在我市的外地务工人员来说，面临着回老家过年还是在工作地过年的选择，为了
防控疫情，他们中的很多人顾全大局牺牲小我——

“就地过年”，有平安才有团圆
本报记者 马骏

“其实，我今年特别想回家！”
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栾秀丽是
我市中通速递有限公司的一线操
作工。1月 11日，公司召开了一
次“外地员工动员大会”，倡导在
一线工作的外地员工留在丹阳过
年。会议结束后，近半数外地员
工决定留下，栾秀丽是其中一位。

今年 48 岁的栾秀丽 2018 年
来到我市工作。三年来，栾秀丽
和丈夫没有回老家过一个春节。
第一年春节，栾秀丽觉得离家时
间不长，而回老家路途又很遥远，
和丈夫商量后，便没有回去。栾
秀丽没想到，那一次“错过”便是
三年。“今年春节，我其实特别想
回家。”远在东北老家的父母已经
年逾八旬，春节将近，栾秀丽心
中满是对家人的思念。栾秀丽有
空的时候就会和父母视频聊天，
这被她视为“幸福时光”。在得
知栾秀丽今年春节还是无法回老
家后，最近几次视频，二老显得
十分落寞，而栾秀丽心中同样是
酸酸的。

不回家，这对栾秀丽来说是
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栾秀丽清
楚，不管对她，还是对家人、同事
而言，这都是一个稳妥的决定。

“回老家，会途经一些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栾秀丽说，“而且，目前
老家的疫情形势并不乐观。”栾秀
丽觉得，为解相思之苦而让自己
和家人、同事有陷入“险境”的可
能，这样的“团圆”不是她想要
的。毕竟，只有平安才能让重逢
有意义。

选择“就地过年”，除了考虑
到个人和家人的安全，企业的福
利政策也是栾秀丽这样的外地员
工决定留下的重要原因。我市中
通速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颜雨辉

表示，为引导外地员工“就地过
年”，公司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政
策。“春节期间，员工可享受双倍
工资待遇，还有值班补贴。另外，
公司每年都会发放‘报到红包’，
这笔钱，外地员工可以拿到双
倍。”颜雨辉说，“此外，公司将在
年后的快递业淡季安排这些外地
员工带薪休假。”与诸多鼓励政策
相反的则是一连串的“不划算”。

“往年，公司会为返乡的外地员工
报销交通费。今年，这一政策取
消了。此外，外地员工不管是返
乡还是重回工作岗位，都需要做
核酸检测以及隔离，这些费用都
得自理。回与不回，一失一得，这
笔账很清楚。”

倡导“就地过年”，用“薪”还
得用“心”。颜雨辉表示，大年三
十夜，公司会采取分餐制，为这些
留下来的外地员工安排一顿年夜
饭。“公司这么做，就是想让外地
员工身在公司能有家的感觉，身
在丹阳能有家乡的感觉。”颜雨辉
说。

除了“快递小哥”，今年，不少
来自外地的“外卖小哥”同样决定
留在丹阳过年。

今年 23 岁的张宇是“饿了
么”的一名外卖骑手。大约五六
年前，走出校园的张宇从安徽来
到我市工作。与那些孤身一人在
我市打拼的外地员工不同，张宇
和妻子、孩子以及父母都在丹
阳。虽说一家人都在一起，但张
宇的父母却盼着能回老家过年。
张宇 70 岁的奶奶一个人在安徽
老家，家人们都很挂念她。得知
张宇决定今年不回老家过年，父
母起初无法理解。在张宇的耐心
劝说下，父母才同意不回去。“我
答应他们，过完年，等疫情形势不

再复杂，抽空带着他们回老家看
奶奶。”张宇说。

“留下过年，赚钱还在其次，
主要是咱们得响应号召，不给社
会添麻烦。”张宇说，妻子在去年
为他生了美丽的“小公主”，全家
人都视若珍宝。不仅是身在老家
的奶奶想孩子，岳父岳母也想外
孙女。“我们经常通过微信视频的
方式相互联系。”张宇说，“有时
候，岳父岳母迟迟不愿挂断视频
通话，就是为了能多看一会孩
子。”

周文龙是“饿了么”丹阳地区
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目前丹阳
共有 300 余位“饿了么”外卖骑
手，其中有近150人是外地员工，
占了一半的比例。这些外地员工
大多来自安徽、湖北、云南等地。

“往年春节期间，外地员工中超过
九成都是选择回老家过年。今年
倡导‘就地过年’，公司也出台了
一系列鼓励措施。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回老家过年的外地员工不
超过两成。”周文龙说，“春节期
间，公司会为外卖员保底，每天在
200元至300元之间。此外，公司
在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初二等
日子都安排火锅宴、自助餐，外地
员工可以与家人一起过个快乐
年，另外还为外地员工精心准备
了一份年货。”

“很多外地员工平时都十分
辛苦。每年，他们也只有春节期
间才能回到家乡，回到亲人的身
边。现在，他们为顾全大局选择
牺牲小我，作为企业，应该尽可
能地为他们提供保障，让‘就地过
年’的外地员工能过个好年。只
要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相信千家
万户团圆的那一天不会遥远。”周
文龙说。

图为栾秀丽正在分拣快递包裹。

图为“饿了么”外卖员张宇准备外出送单。

记者 马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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