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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杭州一女子穿着泳装与狗在小区公共泳池玩
耍。保安闻讯赶到现场，一边让她从泳池出来，一边用手
机拍照留证。不料该女子态度恶劣，骂保安“耍流氓”，并
主动报警。

小区公共泳池是供人游泳，而不是供动物戏水的。随意
把狗带进公共泳池玩耍，既有碍观瞻，又存在健康风险；自己
无理在先，却反过来诬陷别人侵犯其隐私，如此理不直气还很
壮未免太过分。对这种行为，除了加强教育外，还应给予应有
的惩戒。 文/孟亚生 图/曹 一

到底谁在“耍流氓”

扬州市近日发布禁令，要求全市
餐饮企业不得采购、售卖江鲜产品，
在店堂内外的广告招贴和菜单中均
不得出现“江鲜”字样。我省正在推
动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的再研究、
再部署、再落实，确保“十年禁渔”工
作一抓到底、抓出成效。禁售江鲜，
在消费端遏制需求，无疑是落实长江
禁渔的有力措施。

长江渔业历史悠久，各类江鲜备
受追捧，在给人们带来口福的同时，
也刺激人们过度捕捞的冲动，造成长
江生物多样性减少、渔业资源逐渐枯
竭的恶果。为保护长江生态，农业农
村部今年元旦起实施长江十年禁渔
计划。禁渔得不得力，要看沿江各地
动不动真。我省在推动渔民转产、打
击非法捕捞上不断取得实效，为长江
休养生息提供了有力保障。但也应
看到，长江水生物的衰退速度很快，
必须用强有力措施，强化从源头到餐
桌全链条的联合执法监管，确保“江
小鱼”休养生息。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统筹
好渔民上岸转产是禁渔的关键，从
消费端遏制对江鲜的需求同样不可
或缺。以往，春季禁渔期也存在大
量非法捕捞现象，究其原因，舌尖的
需求决定价值的高低。刀鱼等江鲜
的最佳食用时间在春季，一些食客
用真金白银捧场，这也就变相鼓励

了少数从业者置法律法规与职业道
德于不顾，干起杀鸡取卵的盗捕勾
当。在当下长江禁渔的背景下，防
止各类“擦边球”“躲猫猫”的发生，
更要用好系统化思维，以“舌尖之
律”筑牢消费终端防线。

吃江鲜成为不少人的饮食习
惯，只要还有地方售卖，哪怕价格再
高他们也愿意买单。因此必须以强
有力的“他律”，依法依规严厉打击
销售、收购、加工、利用非法渔获物
等行为，聚焦水产品交易市场、涉渔
餐饮场所等市场主体，确保各类江
鲜无处可买、无处可吃。渔民要转
产，各类“江鲜馆”也要转型。既不
能采购来路不明的江鲜加工销售，
也不能以养殖水产冒充江鲜进行欺
诈行为。把江鲜请下美食“神坛”尽
管还需要时间，但切断江鲜的消费
渠道刻不容缓。

观念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现
阶段“舌尖之律”还是以他律为主。
但在全社会涵养“舌尖自律”，形成人
人关心长江生态、人人保护长江生态
的氛围，则是对长江生态更为长远有
效的保护。一方面，只有在最终消费
者中形成自律，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
需求。另一方面，长江禁渔有期，未
来渔业资源恢复后会不会再走上过
度捕捞的老路，这也要看人们在禁渔
期间能否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摆脱
对自然无度索取的依赖心理。各地
在强化“舌尖他律”的同时，也不妨尝
试推广“舌尖自律”，让长江渔业保护
深入人心。我们在“舌尖之律”上多
一份努力，母亲河长江的生态活力也
就多一份保障。

以“舌尖之律”守护长江生态
袁 媛

在6月29日省政风热线直播现
场，靖江市季市镇廉尚村村民朱剑、
泰兴市分界镇赵庄村村民耿建美同
时对残疾补助的发放提出疑问。记
者当天连夜跟随省民政厅督办组前
往泰州进行督办。

朱剑的母亲叶凤珍与耿建美的丈
夫刘余建都是当地残联认定的一级残
疾人，按照《江苏省政府关于完善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制度的意见》，一、二级重度残疾并
且需要长期护理的残疾人，可以每月
领到120元护理费，其中特困家庭还
可领取额外生活补助。但叶凤珍、刘
余建的残疾补贴却都没有申办成功。

残疾护理补贴发放为什么困难
重重？“关于残疾补贴的问题，我们一
直非常关注。根据国务院、省政府、
省民政厅文件，泰州市民政局尽力在
第一时间作出回应。”泰州市民政局
副局长孙雷说。

据介绍，困难残疾人补贴发放政

策已经历多个阶段。2015年《国务
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
见》发布。2016年《省政府关于完善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发布，其中明
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主要补助残
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
象为低保家庭内的残疾人，低保家庭
外无固定收入的智力、肢体、精神、盲
视力重度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在当
地低保标准2倍以内的一户多残、依
老养残特殊困难残疾人。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
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长期照
护是指因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
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6个月以上时
间。对象为残疾等级评定为一级、二
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

去年11月，省民政厅联合省残联
发布《关于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工作相关事项
的通知》，对国务院、省政府文件进行
细化与解读。《通知》对国务院和省政
府文件中关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
象“为残疾等级评定为一级、二级且需

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的表述，明
确为残疾等级一级、二级残疾人均属
于需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2015
年国务院文件、2016年省政府文件出
台后，由于没有明确细则规定，各地对
于残疾护理补贴发放存在理解上的偏
差，这个问题在新政策中都得到纠
正。不仅评判标准更加明晰，也对提
升残疾人生活质量有较大帮助。”省民
政厅社会事务处副处长周诚表示，该
厅加大力度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争
取在今年内完成全省范围内残疾补贴
新政策的全面实施。

“省民政厅去年11月出台文件
后我们在第一时间研讨，后来因为疫
情耽误一段时间，但泰州市具体执行
文件在3月26日出台，正式执行是4
月1日。”孙雷说。

“市里的政策一出，靖江就同步
跟上。”靖江市民政局局长刘强解释
说，“去年11月出台的《通知》，对基
层具体实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由于
需要研讨具体发放条件，加上疫情延
误，泰州市和靖江市的发放工作都是
从4月正式开始。”

刘强现场向记者出示朱剑家申

请残疾护理补贴的资料。资料显示，
朱剑母亲叶凤珍6月初办理了护理
补贴手续，目前公示期已结束。“新政
策开始实施后，基层工作人员将挨家
挨户进行摸底排查，对没有办理护理
补贴手续的进行提醒。”刘强表示，

“对于像朱剑这样的家庭，我们会从4
月开始计算，一次性补发护理费。”

刘余建的残疾补贴问题也得到
回复。“按照原来政策，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是指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特
殊护理消费和照护服务支出。而刘
余建只是聋哑残疾，第三方鉴定机构
认定其有自我行动能力。按照原先
文件，泰兴认定聋哑残疾不可申领护
理补贴。”孙雷坦言，“这种认定方式
虽然缩短个案鉴定时间，但是也会造
成经验主义错误。目前，泰兴已根据
新政策进行全面调整。”

据了解，泰兴当地与新政策相关
的残疾人数达1.3万多名，目前已完
成绝大部分人员情况核对，剩余人员
核对工作预计在7月完成。因为核
对期耽误发放的护理款，也会一并计
算在内，在核对完后统一发放。

本报见习记者 陈珺璐

省民政厅督办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问题

保障到户，应发尽发不打折

▲ 昨日，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前，不少单位组织党员重温入
党誓词。 本报记者 宋 宁摄

▲“七一”之际，省税务局机关党委开展“跟随老兵‘重走渡江路’”主题活
动，庆祝建党99周年。 孙 军 杨 光摄

本报讯 6月 29日，无锡太湖
学院与滨湖区举行党建结对共建签
约仪式。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无
锡太湖学院党委立即与滨湖区荣巷
街道新峰社区党委创立“区校结对
联防联控”模式，党委组织教工党员
向社区捐款捐物，组织100多名党
员师生志愿者同新峰社区一起共同
防控疫情。为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促进党组织协同创新共建常态化、
制度化，双方约定每月定期在人才
培养、法制教育、心理咨询、应急援
助、科普活动、公民道德教育、校园
环境优化、帮扶困难群体等方面开
展共建活动，共同推进文明校园、文
明社区建设。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紧要

关头，无锡太湖学院还第一时间向
市儿童福利院、医院、社区等单位
捐款捐物，向赴武汉一线医护人员
子女和家人赠送暖心菜、暖心包，
向学校275名湖北籍学生寄送慰问
信、口罩；同无锡市高校科协联合
会一起，向 10 多所在锡高校捐赠
口罩等防疫物品，还对所有 2020
年报考太湖学院的援鄂医务人员
子女全部减免学费。

长期以来，无锡太湖学院坚持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走出一条
应用型高等院校高质量特色发展之
路。“七一”前夕，该院荣膺无锡市先
进基层党组织，受到无锡市委表
彰。此次共建仪式上，无锡太湖学
院党委与滨湖区荣巷街道党委党建
联盟同时揭牌。 （许 松）

无锡太湖学院走出应用型高校特色发展之路

“区校共建”探索党建新模式

本报讯 7月1日上午，由省委
党史工作办公室、新华日报社和中
国工商银行南京分行共同主办的

“红耀江苏‘庆七一’党建知识竞赛”
正式上线。

“庆七一”党建知识竞赛采用网
上答题方式，是一次促进全省广大干
部与群众积极参与学习党的知识的

活动，也是一次在江苏大地上营造浓
厚学习氛围的活动。“庆七一”党建知
识竞赛活动上线后，得到了广大党员
干部以及网友的热烈欢迎。

此外，工商银行南京分行与新
华日报社达成结对共建合作，双方
签订进一步加深战略友好合作共建
协议。 （潘瑞凯 杨 晔）

“红耀江苏‘庆七一’
党建知识竞赛”活动上线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在带领农民致富路上，糜林一生
实干，科技兴农，淡泊名利，奋斗到生
命最后一刻。他是江苏520万余名党
员中的一分子。他说，自己的每一天
都很平凡。但正是用每一天看似平凡
的不平凡，糜林连缀起丰盈又淡泊的
一生，树立起一个基层科研工作者勇
于担当默默奉献的人格丰碑。”

——记者手记

2月17日，句容种桃大户王巧娣
匆匆赶到医院看望糜林。看到病床
上裸露在外的双脚时，王巧娣震惊
了：“平时只知道糜主任手上有厚厚
的老茧，没想到他脚上的老茧更厚，
足足有一公分。”厚厚的老茧，真实记
录着镇江市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室
原主任糜林33年来在田间地头、风
里来雨里去的风尘仆仆与坚实足迹，
更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扎根大地，为
农民奉献一生的真挚情怀。

从一片叶子就能瞧出病害——
“农业科研人员先要学会当农民”

糜林的床头，放着一沓日文版果
树栽培类专业书籍。女儿糜蓉说，父
亲研究最新果树种植技术到达痴迷
的程度，回家再晚，临睡前他都要读
上几页。在日本农文协电子图书馆，
糜林至今仍保持着一项纪录——日
本本土外专家访问阅读量第一名。

上个世纪80年代，糜林发现，日
本的地理条件与镇江类似，且水果种
植技术有着良好的积淀。于是，糜林
每天收听1小时收音机节目自学日
语，学习日本栽培技术。1995年，他
前往日本研修，扎扎实实学了一年。
糜林常说：“日本的品种技术，不能原
版原套拿过来就给农民用。我们要
在自己的试验田里先消化吸收再创
新，之后拿给农民。这样他们就可以
少走很多弯路，减少损失。”

2019年7月的一天，一个农户急
匆匆来到镇江农科院求助。他手里
拿着一片叶子：“家里无花果这是生
了啥病？”糜林接过叶子一看，十分肯
定地对农户说：“炭疽病，是湿度大导
致的，从下往上发病。”没等农户继续
开口，糜林继续介绍防治方法。“技术
这方面不用担心，不懂的可以问我，
我免费给你提供技术支持。”

当农民拿不准种什么苗、怎么种时，
糜林总说：“有我在，你们放心！”同事李
金凤说，糜主任在农民心中就像是“定海
神针”，什么困难找上他都能解决。

去年10月17日全国“扶贫日”，
糜林带队走进丹阳市杏虎村开展技
术扶贫活动。桃农范忠带着问题来
了：“家里桃树上总有小木屑，是什么
病虫害？”糜林立即判断这是天牛虫
害，并告知解决办法。

在农民眼里，糜林总是这样的形
象。一身素衣，皮肤黝黑，戴着大草
帽，背着沉甸甸的布包，里面装的是锯
子、剪刀和日文字典。为什么戴草
帽？糜林说：“我戴草帽是为了让别人
能够一眼找到我！”穿梭在田间地头，
一顶醒目的大草帽给找糜林办事的果
农提供了极大方便。身为农业科研人
员，糜林对自己的定位是“农业科研人
员先要学会当农民”。

哪里穷就去哪里——
“搞农业科研要多下去跑跑”

父亲离世这几个月，糜蓉总会翻
看父亲留下的照片。“原来，爸爸年轻
时也曾是爱打篮球、意气风发、皮肤
白皙的少年。”不知从何时起，糜蓉发
现父亲矮了、黑了，头发越来越少，一
口牙掉了半口……

“你们要多到果园里跑跑，只有
亲自动手才能心里有数，才能更好地
指导帮助农民。”糜林常说。在果树
研究室年纪最小的杨勇印象中，糜林
不是在田间就是在农户家指导。他
总对年轻人说：“要多看资料，学知
识，然后到地里去试验，理论实践结
合。不要小看田间生产试验，很多创
新就来自田间地头的细心观察。”

“我是在城里卖梨时撞上糜主任
的。”63岁的唐跃进回想起初见糜林的

场景。2016年，由于技术落后、留果多，
唐跃进守着一园子梨子卖不出去。一
天，他照例在路边摊一边抽闷烟，一边
蹲守买家。突然，来了一位瘦黑的“农
民”。糜林自报家门后，唐跃进激动得
直搓手，将自己的烦恼一股脑地“吐”给
这位陌生人。“好好干，来年一定有好收
成。”接下来，糜林成了唐跃进家果园的
常客。一年后，唐跃进从“负翁”变富
翁，如今每年净收入30万余元。

“再复杂的技术他都能嚼烂了讲
给农民听。”糜林徒弟、草莓种植大户
纪荣喜一直将糜林视为榜样，他将草
莓种植示范党支部建到田间，吸收30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草莓种植，免
费为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带着他们一
起向全面小康冲刺。

小康路上，一个人都不能少。这
些年，哪里穷糜林就往哪里跑，贵州
沿河县、新疆克州、重庆万州等极度
贫困县都留下他的足迹。

重庆万州人何厚军10年前带着
一批农民工到句容租种数十亩地的
杨梅，结果第一年由于缺少技术支
撑，亏得血本无归。糜林了解情况
后，不仅给他出主意让他改种葡萄、
草莓，还亲自教他怎么种。第二年，
何厚军扭亏为盈，纯利润就有100多
万元。与何厚军一起来的贫困户李
云学到糜林的技术后，返回重庆带着
大家种植葡萄、草莓，一个村3000多
户农民全部脱贫。

荣誉总是让给年轻人——
“我能给农民带来效益就行”

这些年来，糜林牵头完成的科研
成果很多，但获得的荣誉却不多。他
总说，“年轻人评职称更需要第一署
名和评优评先，我能给农民带来效益
就行。”于是，糜林总是把集体研究成
果和申报表彰机会让给团队其他成
员。仅在江苏，糜林就培养出全国劳
模2名、省劳模3名、市级劳模36名。

“他总是说，就怕你们不好好学，
只要想学，我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
让你们学。”糜林助手万春雁说，在工
作中只要请教糜林问题，他总是知无
不言、言无不尽。

“科研的道路上，历经无数次失

败后，才能获得成功。”这是糜林对同
事刘吉祥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在刘
吉祥眼里，糜林身上一直有一股拼命
钻研的劲儿。

同事王辉琼记得，在一次扶贫活
动中，糜林曾表示，“‘输血’不如‘造
血’，扶贫一定要扶智。科技致富，不
能光靠一个人的力量, 要把大家都
培养成果树专家。”

没上过一天正规农技学校、当了
几十年裁缝的朱春喜是糜林的大徒
弟，跟着糜林在地里“摸爬滚打”20多
年。他种了30亩的梨，每年收入在30
万元左右，日子蒸蒸日上。朱春喜记得
师父的一句箴言——“要想果树种得比
别人好，就要不停试验、不断创新。”

为了将科学有效的信息记录下
来，2001年起，糜林着手将自己掌握
的第一手资料编写成册。“细到一根
枝条要留有多少片叶子合适，他都叫
我们挨个数清楚。”朱春喜说，那两
年，梨树的发芽期、成长期、结果期，
糜林就跟数叶片这件事干上了，常在
田里一蹲就是一下午。2004年9月，
历时3年，一本2万多字的《果树栽培
指南》出炉，首批印刷的100多册全
部免费送给果农。

白兔镇龙山村村民李斌说：“糜
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是技术，更多的
还有他不求回报、一丝不苟的品质。”

“耗尽毕生所学，让农民富，诚心
诚意为农民服务”是糜林一生的追
求，也是他的初心。在糜林的入党申
请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刻苦钻研业务知识，为科
技兴农发光放热。”33年来，糜林无怨
无悔扎根农村，全心全意服务农民，
辛勤耕耘、忘我工作，始终践行着爱
农、为农、兴农的誓言，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不平凡事。

翻开糜林的工作日记，最后一页
记录着这样的内容：“1月2日，杜家
山指导梨、葡萄修剪、春城老唐处指
导梨修剪；1月3日上午赵健、小窦处
指导，下午述职述廉述法……”每一
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满满当当。而正
是工作兢兢业业，脚上沾满泥土，使
得糜林57年的人生闪着动人光辉。

本报记者 沈峥嵘 叶 真

用知识滋养大地 以淡泊守护初心
——追记镇江市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室原主任糜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