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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早在宋朝时期，词人辛弃疾就
在自己的笔下描绘出这样一幅充满
田园趣味的景象。今天，在洛阳市
孟津县会盟镇扣马村，村民张五奎
和儿子张维林就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打造出了这幅田间美景。从今年5
月引入80万只黑斑蛙幼苗，到如今
稻米飘香、蛙声连绵，父子两人将这
幅“美景”，打造成了一条名副其实
的无公害生态“种植+养殖”链。

今年64岁的张五奎，是扣马村
里有名的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
人”。近几年来，一直在深圳工作的
张五奎，偶然间发现深圳的黑斑蛙
市场异常火爆，价格达到25元一斤
且供不应求。他随即放下自己努力
多年的工作，先后到湖北、湖南、四
川等黑斑蛙养殖先进地区实地考察
学习，并决心将黑斑蛙养殖引入自
己的家乡。

今年初，父子二人流转到村民
稻田地60亩，并在稻田里建起了占
地35亩的“水稻+黑斑蛙”养殖培育
基地。

5月初，父子二人从湖北引进优
质黑斑蛙幼苗80万尾，投放到稻蛙
养殖池中。如今，经过两个多月的

科学培育，小蝌蚪已长成黑斑蛙，正
自由自在地在水稻间嬉戏跳跃。张
维林说，在黑斑蛙的守护下，自家的
水稻明显比一般稻子长势快，颜色
也更加翠绿油亮。而黑斑蛙在吃掉
稻田里的害虫“加餐”后，长势也同
样喜人。“黑斑蛙8月就可进入上市
期，到时平均重量能突破80克。”张
五奎说。

看着如今连片碧绿的稻田，和
隐藏在稻田间健壮的黑斑蛙，张五
奎、张维林父子二人干劲十足。明
年父子二人计划将稻田养蛙面积扩
大到300亩，进一步培育“稻田+黑
斑蛙”的种养新模式，为当地8000
多户稻农开辟一条稻蛙共生的生态
致富之路。

稻田渠间白鹭飞，青翠
苗下鱼虾肥。

7月 23日下午，在原阳
县大宾镇刘江庄村四周的稻
田间，只见成群的白鹭等水
鸟，或突然展翅高飞，或静落
田间地头嬉戏，或在青翠的
稻田中觅食。

据大宾镇刘江庄村村支
部副书记陈小利介绍，白鹭
等水鸟出现在刘江庄村周
围已经有十余年时间了。刘
江庄村村民平时以种植水
稻、小麦为主。这里距离黄

河也仅有六七公里。村里平
时通过四干渠，将黄河的水
引入稻田内灌溉，再加上村
里的耕地是少见的红胶泥土
质，不仅适合水稻生长，田里
的鱼虾等出产也颇为丰盛，
因此成为白鹭等水鸟的绝佳
觅食之地。白鹭一般以泥
鳅、小鱼虾等为食，村里的稻
田一般是6月初插秧，10月
份收割，而白鹭也是遵循这
个规律——6月份从黄河边
飞到这里觅食，水稻收割前
就集体飞走了。陈小利说，

他近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都会
前去观察，估计每天有近千
只白鹭前来觅食。

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
让当地的百姓也有了副业
——头一天在稻田内下网，
第二天早上去起网，往往便
能收获一大兜河鲜，有河虾，
有泥鳅，还有黄鳝等。于是，
这也成了当地百姓增收的一
个途径，种稻之余，在田间逮
获的各种鱼虾，几个月内就
可以卖上好几千块，有时比
种水稻收入都要高。

“今年年景好，靠卖虾已
经净赚了三四万元了。”昨日
下午，信阳市潢川县黄寺岗
乡白鹭河村的水田旁，村民
马耀海笑道。今年53岁的马
耀海，是当地稻田养殖小龙
虾的“土专家”。

11年前，马耀海做了脾
脏切除手术，再不能干重体
力活,成了贫困户、低保户。
马耀海说，有天半夜，他独自
来到水田边，蹲在田埂上忽
然发现几只小龙虾从附近池
塘爬进了他家的水田，从而
萌生了将虾养在稻田里繁
殖的想法，2015年春节刚过，

马耀海居然在自家稻田里捕
获了近200公斤小龙虾。而
且，个头比池塘养殖的大了
许多。拿到市场一卖，净赚
2000多元。

发现这一发财门路，当
年秋收后，马耀海又买来150
公斤虾苗，投放在了10亩稻
田里……

与马耀海一样,在当地
政府部门的指导和推广下，
白鹭河村212户贫困户里，
170多户在稻田养小龙虾脱
了贫，176人退出了“低保”，
该村3200多亩的水田里全
部实现“稻虾共作”。

据了解，潢川县大力实
施“稻虾共作”综合种养战
略，目前，小龙虾养殖规模发
展到19.6万亩，其中“稻虾共
作”16万亩，已经占据了河南
省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的半
壁江山；全县小龙虾年交易
量达2.5万吨，一二三产业年
综合产值达到50多亿元，“稻
虾共作”已成为潢川县富民
强县的一个支柱性产业。

而不断延伸的产业链带
动该县群众找到了一个致富
的门路，小龙虾产业带动了
物流餐饮业发展，3000名小
龙虾经纪人活跃在县内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书贞

昨天,记者采访省农业农村厅水产
局调研员陈礼刚时，他恰好刚刚从信阳
调研稻渔种养回来。陈礼刚告诉记者，
目前河南全省水稻种植面积约900多万
亩，其中有80多万亩采用稻渔种养模
式，主要分布在沿淮河、黄河流域的20
多个县。其中七成在信阳，此外南阳桐
柏县、邓州市,新乡原阳县,商丘民权县,
濮阳市濮阳县、台前县、范县也有相当数
量的稻渔种养田。

“河南稻渔种养面积这几年发展特
别快，翻番增长。前年全省有10多万
亩，去年达到了42万亩，目前统计80多
万亩。”陈礼刚说。在种养模式上，以“稻
虾共养”居多，此外还有采用“稻+泥鳅”

“稻+鳖”“稻+鱼”养殖组合的。
陈礼刚告诉记者,因为在生产过程

中减少了农药、化肥的使用量。在这种
模式下，鱼、虾、蟹为水稻除草、除虫、松
土，水稻为鱼提供生长的饲料，可以节约
成本，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稻田生态环
境，既稳定了粮食种植面积，又可提高水
稻品质。同时，通过建立稻渔种养的生
态循环系统，稻米的品质也得到提高。

“一方面是生态大米的好口碑，另一方面
是目前鱼、虾、蟹市场需求旺盛，真正实
现了稻渔共生、增值增收，实现一水两
用、一田双收、粮渔共赢的局面”。

稻花香里说丰年 掘金“蛙声一片”

大暑已至，“热”情高涨。
流淌在中原大地的浓烈炽火，不单单止于阳光带来的高温，当下从广袤农田演绎的蛙鸣、虾跳、鸟翔，更令人内心热潮翻涌。从

豫南信阳，到豫北新乡，再到豫西洛阳，大片稻田里跃动的小龙虾，翩然飞落的白鹭，欢快的黑斑蛙，伴随着飘香稻穗，构成了一幅绚
丽多彩的河南稻田农业新生态画卷。

一块水稻，多种生物和谐共生，我们获取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收入，比真金白银更为珍贵、更值得呵护的，是它展现出来的一
种可持续的良好生态循环体系。

中招分数不能变 选择学校是关键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西斯达城市森林学校四大法宝助力学生未来决胜高考

如何表达对他人的感谢，在当今这个快节奏、通信发达的社会，大家可能有
很多种选择。但如果有人选择用送锦旗的传统方式来表达谢意，那意味着什
么？如果是一百多人送呢？

走进西斯达城市森林学校的教学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厅里挂满了家长
们为感谢学校和老师而送来的锦旗。短短3年时间，从诞生到社会的认可，再到
家长口口相传，这所学校到底有何“法宝”？今年中招的学生家长，不妨详细了解
一下。

全心打造“复兴课堂”

一样的课堂，不一样的学
生；一样的课程，不一样的老师。

为将优秀老师的优秀课
堂传递给每一个学生，西斯
达城市森林学校精心打造了

“复兴课堂”，分别对“新授
课、复习课、训练课、讲评课”
的流程进行了规范，让每一
位教师都在高水平、严要求、
标准化的模式下进行统一授
课。统一的步调、标准、教
研，既是检验课堂质量的标
准，也是学生有效学习的途
径，有助于学生成绩的稳步
提高，让学生的内心又一次
燃起希望。

全力推行“梦想教育”

一个没有梦想的人是不
会有动力的，没有动力，我们

又当如何前行。梦想教育是
学生教育的基础，是让学生
永葆激情的动力源泉。

为此，西斯达总校长张
国星先生提出，全力推行“梦
想教育”。学校通过每周班
会，每周日观看《一周要闻》
《平“语”近人》等国家时政和
励志节目，以及每周的升旗
仪式、国旗下的演讲等活动，
最大程度激发学生的社会担
当意识和责任感，培养学生
立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读书的抱负。

全程辅助“激情教育”

“一个有激情的民族才
是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有激
情的青年才是有前途的青
年，一个有激情的学校才是
有希望的学校”。

西斯达城市森林学校通
过“激情跑操、课堂激情展

示、激情早读”等活动，展示
了西斯达学子阳光自信、活
力四射、勇于进取的良好形
象和自信顽强、乐观向上的
校园文化，深受学生喜爱。

全员践行“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模式可以最大
限度挖掘学生的超强潜能，
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能力
是未来人类生存的基本能
力，而自主学习更是大家走
向卓越的核心能力。

西斯达城市森林学校着
重构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打造自主阅读、合作探
讨、互帮互助等学习模式，
通过小组研究、分工合作等
帮助学生实现从传统学习
者到创新学习者的角色转
变，构建惠及终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
好学校，一个好老师就是一
种好教育。为此，西斯达城
市森林学校近年来全力筑
巢引凤，吸引了一批专家学
者先后到校任教。

总督学：王校长，中小学
正高级教师、全国名校长、河
南省特级教师、河南省名师、
河南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河南省优秀教育管理人才、
河南省教师教育专家。

教研主任：刘瑞风，高
考命题研究小组组长、全国
课改专家、河南省特级教
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
人、河南省名师。曾培养数
位文理科状元。

副校长：李宏勋，国家
级优秀班主任，从教 20 余
年，担任高三毕业班班主任
11 年，屡获嘉奖，所带班级
出过30多位清华、北大与双
一流大学的学生。

“名师加持，四大法宝护航”，西斯达城市森林学校在短短
3年时间内，获粉无数。据悉，目前学校高中部开始招录（学校
代码：410101000385，高一和复读班，每班40人），学位有限，有
意者7月26日上午9点可到校听取专家咨询报告会。

地址：郑州市中原路桐柏路交叉口向东50米路南
咨询电话：0371-55287188 55287199

名师加持 决胜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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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孟津县会盟镇扣马村村民张五奎在黑斑蛙养殖基地

潢川县黄寺岗乡白鹭河的
“稻虾共作”

原阳县大宾镇刘江庄村的稻田间
有河虾，有泥鳅，还有黄鳝等。

【全省数据】

河南稻渔种养
面积“翻番增长”

【洛阳孟津】

稻蛙共生开辟生态致富路

【信阳潢川】

稻虾共作
成富民强县
支柱性产业

【新乡原阳】

稻＋鱼虾
引来白鹭舞翩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波
实习生 田壮壮
通讯员 张本聪 文图

□本组报道策划执行 城市运营管理中心 统筹 孟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曼 通讯员 郑战波 马绍磊 文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高文达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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