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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裕强） 6 月刚
至，“浆果之王”蓝莓便迎来了成
熟期。端午小长假期间，位于震泽
镇新乐村的卫星蓝莓园已经吸引了
不少游客和本地居民前来采摘蓝
莓。大家在体验野趣的同时一饱口
福。

在卫星蓝莓园内，记者看到，一

侧大棚内蓝莓果实已经结满枝头，另
一侧却排列着仍未开花结果的蓝莓小
苗。据园主刘祖存介绍，这片蓝莓园
面积不大，有9亩左右，还没开花的
2亩蓝莓苗是他新近引进的早熟蓝莓
新品种，由于蓝莓生长周期长，还未
到这片蓝莓收获的时间，预计明年5
月底才能品尝到这些蓝莓新品种的味
道。

走进大棚，记者发现大棚顶部盖
着塑料薄膜，还安装了防鸟网。正值
丰收时节的蓝莓树都郁郁葱葱，每棵
蓝莓树上都挂满了果实，有些果实饱

满得压弯了枝头，颜色已经变成深沉的
蓝紫色，又全都藏在一层白色的粉末
里。有几位农民正在大棚里忙碌地采摘
蓝莓，迅速地将“成色”最好的蓝莓摘
下，动作麻利，又精确地将还未成熟的
蓝莓留在枝头。

“赶紧尝尝这些最新鲜的蓝莓。”刘
祖存将采下的一篮蓝莓递了过来。“上
面的粉末是果霜，营养价值很高，不要
掸掉，也不用剥皮，用水冲冲就行。”
将一颗蓝莓放在口中慢慢咬破，浆果特
有的汁水在口腔中迸裂开来，蓝莓的清
香瞬间四溢，再放几颗到口中同时咬

破，甜味仿佛冲破了果皮的束缚，让人
感受到甜美的滋味。

记者发现，篮子中采摘的蓝莓大小
不一，甜味和口感也略有不同，有些更
软更甜，有些结实爽口。原来是这些蓝
莓的品种各不相同。“品种不同，个头、
味道也就有所差异。”刘祖存说，园里的
蓝莓有奥尼尔、夏普蓝等5个品种，一
般情况下，都是早春时节开花，5月下
旬成熟上市，晚熟的成熟期会延至6月
底，都能采摘2个月左右。

蓝莓的价格如下：入园自采，60元
一斤；到园内买采好的，50元一斤。

“浆果之王”蓝莓上市
口感酸甜，吸引游客采摘

“柏油马路穿林过，农家别墅枕
河居。鲜花绿树映民房，康居乐园美
如画。”作为全国少有的建设在湿地
公园内的民居点，同里镇肖甸湖村让
人仿佛置身于水墨江南的田园。在这
个大自然的“会客厅”中，人们可以
体验乡村历史文化振兴、生态田园振
兴、经济民生振兴，感受新的生活方
式和传统历史互融共生。

大自然中体验“苏式农村”

绿树掩映蜿蜒的村道，河湖依偎
临湖的农舍，水面的倒影被微风晃
动，荡漾成一匹水墨彩绸……初夏的
肖甸湖自然村俨然一幅田园牧歌的美
丽画卷。

依托澄湖千倾碧水和同里湿地公
园的绿色富矿，肖甸湖村将农业和旅
游业结合在一起，积极发展生态观光
农业，逐步走出了一条高科技、生态
型、乡村化的旅游新路子。

近年来，让游客住下来“沉浸
式”体验成为同里旅游的新风尚。肖

甸湖村得天独厚的生态宜居环境，吸
引了诸多优质旅游业态的涌入，“墅
家”就是慕名而来的其中一家。

2017年底，“墅家”苏州同里社
在肖甸湖村开业。这个集移动办公、
亲子培育、文创活动于一体的亲子度
假社区，不仅是老板聂剑平的第一块
试验田，也为肖甸湖村民宿发展带来
了契机。肖甸湖村“墅家·微微联
伙”已经成为“样本”，在行业内引
发了一场现象级投资的风暴。

村党总支书记周晓中介绍，这几
年，村里也积极鼓励村民开民宿和农
家乐，大家一起留住游客。“初见、
深几许、河边小筑、枕水人家，现在
已经有4个村民民宿初见规模，它们
的风格各有不同。”

近年来，肖甸湖村在村内开展了
农村“苏式化”建房，优化美化农村
庭院绿化，突出江南民居风貌。村里
建起了农业观光园，种植了各式各样
的果树和观赏性植物；村级道路硬
化、雨污分流逐步完善；村庄环境

“263”专项整治和村内长效保洁机
制使村庄环境面貌进一步发生了改

变；图书阅览室、体育健身设备、社
区卫生服务站等一应俱全……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选择回村居住。

生态环境培育“田园果篮”

车行至苏青路与周松线交叉口，
老远就望见了一排排钢结构的农业大
棚，这里是周江葡萄生态园。老板周
金明是地道的苏州人。

13年前，与肖甸湖村的“一面
之缘”，让老周萌生了来这里“做农
民”的念头。

2008年，周金明的第一批葡萄
苗种植入土。2009年，周江牌金手
指葡萄就在江苏省第三届中山杯优
质葡萄（中熟品种）评比中荣获金
奖……“这里环境好，没有企业，
没有工业污染，可以安安心心种出
品质优良的果品。”周金明相信自
己的眼光，也笃信肖甸湖村这片土
地。

走进周江的葡萄大棚，高爽、整
洁是记者的第一印象。里面，一株株
葡萄等宽等距地排列着，蔚然成荫，
葡萄幼果已经垂挂藤上。

这几年，他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开始在科技种植和美观种植上动脑
筋。他指着地上的一层塑料膜解释，

这既是用来增强光照和杀菌的，也能实
现“脚上不沾泥”的采摘体验。“现在
我们的大棚都是电动控制的，只要4个
人就能管理近30亩的果园。”下半年，
他还计划尝试温控大棚，体验用手机能
控温控水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

在肖甸湖村，像周金明一样带
着技术来探索农村的人很多，
有的种植水稻，有的种植翠
冠梨，有的种植草莓……
为村里打造出了一个
农旅“果篮”。

周晓中告诉记
者，通过这种土地
流转承包的形式，
村里的田地已经

“交给”了专业的
人员发展规模性的
农业。而拔出“泥
腿子”的村民们除了
可以收获土地的租金
外，还可以腾出双手从事
其他工作。据统计，2018
年肖甸湖村村民的平均年收入
是29000元。

乡土特色唤醒“昔时记忆”

流连于肖甸湖村，除了感受生态优

势，还能回味一份文化记忆。
在同里湿地公园的中心位置有一个

知青馆，馆内展示着当年知青的生产工
具和生活用品，充满浓浓的年代感，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在这里，我们小时候的记
忆都回来了。”看到知青馆里
的一个带有锈斑的烤瓷杯，
来自上海的王胜美回忆起
孩童时代跟着父母下乡的
情景。

今年，同里镇再次丰
富知青馆内容，通过各类
影像文字资料，将知青馆
打造成了廉洁文化观览点

之一。
去年，肖甸湖村开始规划

将原先的老年活动室改造成知青
中心。周晓中介绍，知青中心配套

有庭院、有氧厕所、生态停车场等设
施。

周晓中告诉记者，目前与之配套的
肖甸湖村村庄入口美化、设置标识标牌
等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村里将进一步
完善设施。

图为肖甸湖村掠影。 （徐飞悦摄）

乡村在，人生尚有来处；记忆在，乡情仍有归途……乘着乡村振兴和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东风，

肖甸湖村积极探索农文旅一体化发展，“田园客厅”再次受万众瞩目。

农文旅一体化发展

肖甸湖村里有个“田园客厅”
本报记者 徐飞悦

本报讯（记者张燕）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6月7日端午节
正日，12组家庭参加了由区农业
农村局举办的“开秧喽！”插秧体
验活动，亲手插下“吴江大米”的
秧苗，体验农耕文化，传承勤俭家
风，用劳作庆祝节日。

撸起袖子，卷起裤脚，戴上草
帽……来到活动所在地——吴江现
代农业产业园，当零距离看到水稻
田和秧苗时，参加活动的家庭成员

们都激动起来，一个个迫不及待地想
要赶快去体验一下插秧。12组家庭
在6名园区安排的“插秧高手”的指
导下，开始了一场角逐。

参加此次活动的家庭中有全家出
动的，也有父子档、母女档和祖孙
档，小朋友们的年龄集中在幼儿园到
小学阶段，他们中绝大多数还没有看
到过秧苗，更别说插秧了。“插秧真
有趣，但是腰也真是酸。”读六年级
的冯秋雅和爸爸一起用了半个小时，

率先完成了自己田块的插秧任务，看
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她十分兴奋。活
动中，不少家长也是乐在其中，他们
表示，上一次插秧已经是二十多年前
了，这次能带着孩子一起插秧很有意
义。

“水乡泽国，古吴大地。人类繁
衍，幸赖稻米……”活动主办方还发
布了224字的《插秧赋》，描写了源
远流长的农耕文化及今人插秧莳种的
意义。

体验手插秧之余，大家还观摩了
机插秧，并学习了“吴江大米”从选
种到综合种养的知识。今年，吴江大
米产业化联合体在吴江现代农业产业
园里设立了“‘吴江大米’市民科
普体验田块”，今后将组织更多体
验活动，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走进
农业，感受美丽乡村的传统农事氛
围。

图为活动现场。
（张燕摄） 福寿螺是江苏省补充农业植物

检疫性有害生物，近几年在吴江区
蔓延迅速，不仅破坏农业生产，还
影响生态。当前，我区大部分农田
已进入水作期，面临着福寿螺疫情
威胁，区镇河道原发生点驳岸上卵
块数呈上升趋势。

据区植保植检站监测调查，吴
江福寿螺发生危害呈现以下几个特
点：一是发生期早，4月份在原发
生点的河道沟渠即查见卵块；二是
发生面积大且发生区域多样，5月
份调查统计全区发生面积3500亩
左右，发生区域除农田区域外，还
有河道、湖塘、示范园沟渠等社会
关注度高的区域；三是种群数量
大，繁殖能力强，随着梅雨和夏季
汛期的到来，福寿螺活动能力增
强，疫情还会不断扩散。

据介绍，目前，吴江各地已按
照属地管理和长效管理的原则，遵
循“防除并举，综合防治”的策
略，因地制宜分类开展防治。除及
时做好防除技术的指导工作外，农
业部门还加强了与水利、市容市政

等部门的协作，充分发挥和借助多头
力量，采取联合行动，全面控制福寿
螺在我区扩散、蔓延和危害。

区农业农村局建议，针对农田发
生区域，可水旱轮作自然灭螺，或使
用四聚乙醛颗粒剂作为针对性防治药
剂，水稻田在搁田期间进行药剂诱
杀，荸荠、芡实等水生蔬菜田在田埂
上进行药剂诱杀，同时结合人工拾除
田间卵块与螺。此外，还可以针对福
寿螺产卵的特点在受害田中人工插些
木桩、竹片引诱产卵并铲毁，平时结
合农事操作捡除成螺，带出田外集中
销毁，降低福寿螺发生基数。

针对河道湖塘发生区域，要加强
清洁管理，定期清除岸边螺卵和水
草，开展人工捕捞母螺，控制母螺在
河道驳岸及水生植物上大量产卵。有
条件的地区可在有螺水域投放鸭群和
青鱼等食螺动物，降低水体的螺密度。

针对未发生区域，要加强检疫监
控和河道拦截，在农田灌溉和河道开
闸上严格把好进水关，设置拦截网阻
止因灌溉或进水时外河中的福寿螺进
入。

发生面广 繁殖力强 分散性大

农田水作期福寿螺疫情不容忽视
本报记者 周成瑜

6月是水产养殖生产的重要月
份之一，随着水温升高，各种藻
类、菌类、浮游生物的活跃度明显
增加，水产品也进入快速生长阶
段。在此期间，养殖户应及早做好
养殖布局及池塘整修工作，加强日
常管理，为水产丰收打好基础。

本月基本上是落实、调整今年
水产养殖布局的最后阶段，养殖户
要抓紧时间将达到上市规格的加州
鲈鱼、青虾上市出售，及早落实养
殖和套养水产品的苗种。起捕完毕
的池塘，应利用空塘的有利时机，
抓紧完善进排水系、加固池埂、清
除池底过多淤泥，池塘经暴晒后用
生石灰消毒。

在养殖管理方面，养殖户应提
前做好围网及池埂整修、加固，预
防突发性暴雨等灾害天气造成养殖
水产品逃逸，同时注意天气变化，
及时增氧换水。河蟹、加州鲈鱼等

养殖品种进入快速生长期，摄食量增
大，但投喂饲料要保质、保量，根据
养殖品种及天气等情况适时调整饲料
品种和投饲量，切忌投饲过多，污染
水质。

病害防控方面，养殖户可以用生
石灰、消毒药物消毒水体，用微生
物制剂改善水质和底质，建议每隔
10天左右用有益微生物制剂全池泼
洒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本月上旬河蟹进
入第三次蜕壳的高峰期，建议养殖户
多看少动，管理中注意不要影响到河
蟹的正常蜕壳，适当补充离子钙。目
前，老口鲈鱼价格处于高位，不建议
养殖户压塘惜售，应根据实际情况适
时销售。另外，当前水温极易引起水
草尤其是伊乐藻的疯长，疯长的水草
阻碍上下层水体交换，导致中下层水
体溶氧量偏低，建议养殖户及时割去
草头并打捞出池。

6月份水产品进入快速生长阶段

达到上市规格应及早起捕出售
本报记者 周成瑜

感受农耕文化魅力

“吴江大米”插秧体验活动“嗨翻”众人

□ 农事“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