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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地界叫宁车沽
——北塘街道乡村振兴纪实

■ 张同义

以东西南北立世扬名的四个村，叫宁车沽。

早年叫拧轴沽。

宁车沽地处天津北部，潮白河、永定河、

蓟运河三河交汇，东入渤海。

相传，明永乐二年，山东武定府张氏三

兄弟推着独轮车路经此地，大雨瓢泼，道路

泥泞，车轴拧断。

老三年少，风雨中，蹲下身抱头痛哭。

老大血性，挺直身子仰头看天，说也奇，

只看了一眼，大雨竟然停了。

一时，老大心热起来，问哥俩，还走吗？

老二直愣愣看着老大，说咋走？

老大四处瞭望，荒洼野地，芦苇浩荡，有

黄蓿，有鱼虾，虽然贫瘠，但足够养活逃难的

兄弟，便择高安家，落地为生。

于是，有了炊烟、有了草屋、有了繁衍，

有了村落。

六百多年光阴流过，如今，宁车沽东、

西、南、北四村，亲族聚居，兴旺繁盛。

一、旧事

《宁河县志》记载，邑西南有宁车沽，横

袤数十里，不认耕种。

宁车沽人，祖祖辈辈靠打草捕鱼为生。

乡间流传一句话，宁车沽三件宝，扁担、

绳子、破夹袄。

宁车沽人真正认耕认种是解放后的

1956年。

当时正值国家为了改造战犯，扩建与宁

车沽北侧相邻的清河农场，由国家出面调剂

占用宁车沽部分土地。在土地出让协议中

约定，北京清河农场为宁车沽的耕地“代耕

（帮助耕种）、代水（帮助灌溉）、代技术（指导

农作物种植）”。

在政策的扶持和相关单位的协助下，宁

车沽人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自己的

土地上收获了粮食，从此改写了当地几百年

“不认耕种”的历史。

宁车沽属渤海退海沉积平原，地形平坦，

境内河道密布，海淡水交汇，渔业资源丰富，一

年四季鱼虾蚶轮番登场，有吃不绝的海货，为

宁车沽发展水产养殖业提供了强劲的凭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宁车沽

各村的荒地和原有的养鱼池经过合理开发利

用，建成了多处大面积的养虾池和6座排灌站，

形成了当时天津市最大规模的对虾养殖基地。

宁车沽东村原书记张同高已去世多

年。在世时他带领村民率先开展淡水鱼养

殖，可说是费上了一番艰难，开出成片的虾

池，两河水养出的对虾，个头大，殷实饱满，

紫色的暗红，卖到了天津、北京，卖了上好的

价钱，村里就富了。

后来，张同高成了全国劳动模范，上北

京人民大会堂，戴了红花，抱了奖状。

种养殖业养活了宁车沽一代又一代的

儿孙们，美丽如锦的宁车沽大地，焕发着勃

勃生机。

二、脱壳

2015年夏季，北塘的天儿格外好，温度

也特别适人，也迎来了北塘街新的书记和主

任，续光是书记，乔柏林是主任。

当时，宁车沽的发展久滞不前，农业基础

设施很差，传统种养殖业发展停滞不前，可以

说是干啥啥赔，忙活了一年又一年，就是挣不

到钱，当然也就有了农民生活水平极低，可以

说是与几公里外的城市有着天壤之别。

“拧轴沽儿”，“宁车沽儿”，难道真的把

这方的百姓“陷”住了？如何在危机中孕育

先机？如何在变局中开创新局？这也就成

为了当时北塘街工委领导的首要任务。

夏季的宁车沽，虽略显荒凉，但温度和

湿度还是挺让人舒服的，也正值此时，她迎来

了以续光为首的北塘街党工委一班人马。

放眼望去，他们看到的是成片的荒地，

荒地上的野草从土地里长出来，茂盛着，却

在茂盛中隐伏着一种荒芜，有时候都觉得有

点瘆得慌！

一眼望不到边的虾塘和鱼塘，与现在相

比，那叫一个“味儿”，不是丰收的味道，而是

臭气熏天，因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以

来，风风雨雨三十多年，基本就是一个天然

状态，无人问津虾塘和鱼塘的维护和修缮，

也因此使得多年雨水冲刷以及大量的残饵

和鱼粪堆积，池塘堤埝坡度降低，淤泥露出

水面，散发着臭气。

他们又到了村里，村里没有多大变化，

虽然土坯房改成了红砖房，但砖房年久失

修，墙皮脱落，失了原有的颜色，显得那般苍

凉。年轻一点的都到城市打工了，条件稍好

点的，通过求学等好路子去另谋出路了，村

里能够见到的要么是耄耋老人，要么是久病

不愈的病人，要么是只懂得玩耍的小孩子，

失去了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振兴宁车沽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入

手呢？

北塘街的领导干部们经历万难后，找到了

前进的突破口，那就是抓住“国家城市棚改资

金”这一点作为振兴宁车沽这场战役的突围方

向。于2015年11月，一个宁车沽人永远记得的

日子，毅然启动了宁车沽四村异地安置工作。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成立了异地安置工

作领导小组，确定了“一个标准执行、一把尺

子衡量、一碗水端平”的原则，取得了一次性

搬迁7000余人、搬迁率达97%的良好成效。

农民住上了高楼，迈向了美好生活的新起点。

一位宁车沽老人儿，也是一名退伍兵，

他家的搬迁前后，真实反映了农民们生活条

件和质量的变化。搬迁前，家中常年生火烧

柴、点炉取暖，屋内墙壁已经被熏得黢黑，满

屋子煤烟味，屋里又潮又暗。搬迁后，全家

人上了楼，屋里宽敞明亮、温暖如春，客厅墙

上挂着一幅“满堂红”的牡丹花十字绣，红艳

艳的牡丹花竞相绽放，像极了宁车沽百姓红

红火火的新生活。

这位农民老大哥穿着短袖背心，激动地

说：“全靠党的好政策，我们才住上了这么好

的楼房，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从此，宁车沽旧貌换新颜，以“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之势，开启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新征程。

生活条件改善了，发展问题又凸显出来

了，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已然成

为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

北塘街的领导干部们为了让宁车沽发

展壮大真是费尽脑筋，四处求医问药，遍寻治

病良方，领导班子会议不知道开了多少次。

宁车沽在土地上种旱田，靠天吃饭。虾

塘鱼塘里，淤泥三十年没清，都冒了顶。这几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水质经过治理有了显著改观，是宁车沽重

拾水稻生产的时候了，养殖业也应同时并进。

经过深思熟虑，定了四件事：

1.做好通向田间地头虾池鱼池的道路

勘察，秋后开工。

2.与供电部门联系，把电直通到虾池鱼

池，保证虾池鱼池通电供氧。

3.规划整理稻田，明年开春恢复水稻生产。

4.虾池鱼池立秋清淤，明年春上投苗。

2017到2021年间，北塘街到处化缘，多

方筹集，累计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

达6841万元，完成了2.8万亩虾池清淤改造

工程，这在当时来说，是全市街镇自行组织

的最大规模的清淤改造工程。据统计，在宁

车沽地区相继维修和改造闸涵15座、泵站6

座，建成振兴、金钟桥2座桥，修建乡村公路

18.69公里，重新配套电力设施5处，打通了

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

经过几年奋战，稻田规整，虾池水清，宁

车沽大地焕然一新。

接下来的问题，耕地、虾池鱼池谁来承

包？怎么承包？怎样做到公平、公正？怎样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街工委主动与天津市

农村产权交易所对接，以宁车沽北村为试点率

先通过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进行公开发包租赁。

2017年北塘街道通过平台完成交易的

土地面积，占全市交易面积的近95%，那时

起北塘就开始了天津市首家的纪录，后来又

获得了若干第一的“战绩”。

宁车沽北村的陈殿武承包了耕地2900

亩，种了水稻，当年就喜获丰收。

2021年10月28日，北塘街在宁车沽稻蟹

混养基地组织开展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暨

开镰拾穗“我为农民办实事”活动，正式开启了

北塘街道乡村振兴的一段新征程。

这时，乔柏林主任已经调离了北塘街道，

时任滨海新区交运局副局长。当时主持开镰

仪式和活动的是北塘街道新的主任，名字叫

刘玲，是一个很干练的女人，也很漂亮。

“开镰了”！随着宁车沽“老把头”沈红河

浑厚的一声呐喊，“一支装甲和步兵协作部

队”投入到稻米抢收的战斗中。十几辆收割

机马达轰鸣，整齐推进，合作社农民和前来支

援的党员干部们也挥舞着镰刀、挎起了篮子，

一字排开，齐头并进，颗粒归仓。金色的稻浪

不断绵延，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那场活动也是一次特殊的党史学习课。

北塘街道和辖区共建单位的党员同志们都要

抽出时间走进田间地头，参与农业生产活动。

后来，我了解到，这也正是让更多干部了解农

业，熟悉农民，工作更接地气的有效做法，让久

坐在办公室里的党员干部能够亲近农村。

南村的张为东一口气承包了4000亩鱼

池、虾池，鱼池养了 300 万斤四大家鱼。出

鱼的时候，池塘边新修的水泥路上，排满了

五花八门收鱼货的车，大卡车、皮卡车、越野

车、面包车，竟然还有一辆一辆的摩托车。

没多大会儿，活蹦乱跳的鱼儿，就载满了大

大小小的收鱼车。

虾池鱼池改造后，池塘产出率提高了

40%，养殖效益大幅提高。

至此，宁车沽乡村振兴的内涵发生了质

的变化，目标直指共同富裕，如何在现有的

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

我从宁车沽采访回来，和续光闲谈，续

光突然问我一件有趣的事，他说，您在宁车

沽见过虾脱壳吗？

我摇摇头。

他笑笑，说，我见过，虾苗投进虾池时，

小的像米粒一样大小，过些日子我又去看，

虾苗慢慢长大，就有了虾的样子，这一刻，我

突然看到奇妙的现象，小虾游着游着突然拱

起背，咔的一声，虾的背上裂开了一条逢，雪

白的肉身从壳里慢慢游出来。我听养虾的

人说，虾以自身强大的生命力，经过30多次

的脱壳，慢慢生长，才能成虾。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一下明白了，

北塘街工委一班人，要让宁车沽四个村，经

过无数的艰辛探索，脱壳再生，依靠自己的

力量走向振兴。

三、成长

宁车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种矮杆

水稻，七十年代种杂交水稻，虽然取得了瞩

目的成绩，但产量低，质量差。

养殖业墨守四大家鱼，品种单一，价格

低廉，先前引进的南美白对虾虾种退化，产

量降低，宁车沽养殖业前途不容乐观。

宁车沽养殖业如何破局成为了北塘街

工委一班人的燃眉之急。

工委班子几经商议决定走出去，学科学技

术，引进新品种，学管理新模式，开拓新局面。

2019年秋季，工委领导带领着有关人员

出发了，他们先到了河南信阳，然后到了江

苏的南太湖。他们在江苏南太湖开了眼界，

发现了一个新品种——罗氏沼虾。

罗氏沼虾，有河虾之王的美称，它体大、肉

肥，产量高、效益好，非常适于在宁车沽养殖。

他们又分批次分项目组织相关人员外

出参观考察，开展技术对接和业务交流，先

后引进市场前景好、经济效益高的澳洲淡水

小龙虾、斑节对虾，大黄鱼、加州鲈鱼，南美

白对虾普利莫、普利茂新品种。

2019年11月，在北塘街的倡导和支持下，

建成了旺财、民杰诚两个工厂化养殖项目，这

也从此补齐了北塘地区冬季不能养殖的短

板，结束了宁车沽地区无工厂化水产养殖企

业的历史，改变了无本土化育苗企业的现状。

科技兴农，壮大村集体经济，是宁车沽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经过北塘街道工委的多方努力协调，很

快与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各成员

单位、天津综合试验站、天津水产研究所等

多家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开展水产养

殖新品种培育与良法配套技术合作，培育宁

车沽养殖人员的“造血”能力，打开了一条科

技兴农的致富路。

也正因此，通过指导专业合作社攻克技

术难关，成功实现加州鲈鱼孵化本地化和虾

苗标粗本地化，这也才解决了虾苗短缺问

题，解决了大口黑鲈鱼苗种仅能依靠从外省

引进的问题。从此，北塘街养殖规模和养殖

效益再上新台阶。

2021年9月，国家大宗淡水鱼天津示范

区和国家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项目示范基地

正式挂牌落户宁车沽。国家级殊荣，标志着

北塘渔业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创新种质，选育

良种，打造“农业芯片”。宁车沽与优质杂交

梗稻研究和产业化国家高科技企业天津天

隆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引进优质小站稻天隆

优619，率先在宁车沽东村试种了450亩。

天隆优619，香甜弹润，米香四溢，是小

站稻中的精品。

北塘街依托现代化的稻米加工厂，打造

“北塘米乡”稻米品牌。

2021 年年末，我的朋友圈被刷屏了，

“‘北塘米乡’天隆优 619 小罐鲜米闪亮上

市”，我点开一看，里边有一张设计精美的稻

米包装袋，印着北塘米乡的字样，精装的稻

米天隆优619，有袋装，有桶装。

潮白河好水，孕育生态好米。金邦玉带

北塘街，碧波青田鱼米乡。

北塘街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郭同旺

告诉我，2021年，宁车沽村集体经济收入突

破3200万元，较2016年翻了2.6倍。

宁车沽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产业兴、

生态美、乡风纯、农民富”的美好画卷正在徐

徐展开。

四、蝶变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宁车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旧貌换新颜，农民的腰包鼓

了，日子过得更美了，但仅靠引进优质良种

和科技进步来推动农业发展遇到了瓶颈期，

拉动农业丰收和农民增收也遇到了“天花

板”，如何转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如何真正

实现向整个农业产业链要收益？如何才能

找到一条适合新时期北塘宁车沽地区发展

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成了北塘街领导班子的

任务和心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走出去学技

术、学经验，让北塘街尝到了“甜头”，在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又一个转折点上，街工

委始终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工作思路。

这一年，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和农业骨干

先后赴河北周家庄、山西大寨、四川战旗村、

内蒙古树林召镇学习调研，解放思想、更新观

念，探索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致富路。

一声惊雷万蛰醒，北塘街乡村振兴再升

级。经过反复的酝酿，北塘街道经济联合总

社破土而出，挟雷霆万钧之势，气吞万里如虎。

这是乡村振兴的需要，是发展现代农业

的迫切要求，也是北塘街探索共同富裕的新

模式。

一天下午，阳光很好。北塘街主抓乡村

振兴的刘佰东和梁日云与我隔桌而谈。

刘佰东是国防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军人，

转业先到塘沽街，后调到北塘街，是一个头

脑清晰、思辨力强、表达生动准确的年轻人。

他告诉我，北塘街道搞联合总社既是顺

应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伟大号

召，也是破解北塘宁车沽农业发展“瓶颈”，

实现农业丰收、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这个

联合总社的全名叫做“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

街道经济联合总社”，是天津市首家经济联

合总社，它是在北塘宁车沽四村经济合作社

的基础上组建的集体经济发展共同体，是

“党建引领、农民主体、社会参与”“三位一

体”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联合总社推行“一社N部一中心”的架

构模式，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开展具体工

作，现已成立了“区、街、村和社会单元”四级

联动的联合总社“大党委”。作为一名50年党

龄的老同志，听了这话，切实感受到了北塘街

的领导班子是讲政治的领导班子、是干事情

的领导班子，实实在在地加强了党对农村的

领导，也真正地落实了乡村振兴的组织振兴。

与刘佰东的聊天中，我也了解到了联合

总社的架构组成和运行情况，觉得这个集体

经济发展的模式不但新，也能行。听着佰东

同志的侃侃而谈：“一社”指联合社，“一中

心”是农业结算中心，是集“街道、村集体和

国有银行”于一体的新型资金服务保障部

门，也是联合总社运营的经济命脉；“N部”

是联合总社具体营运的若干专业合作社或

部门的集合体，将依据北塘乡村振兴发展实

际，适时组建。目前，已完成购销合作部的

组建，“全季旅游”合作部、米蔬种植合作部、

水产养殖合作部、农业机械合作部和创业就

业咨询部等正在筹建中……

刘佰东突然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我面

前，笑呵呵地打开了他的手机，让我看了他的

朋友圈，我看到一张图，上面是一张设计精美

的稻米包装袋，印着北塘米乡的字样，精装的

稻米天隆优619，有袋装，有桶装。北塘米乡出

产的每一粒大米，得益于潮白河、永定新河和

蓟运河等三河的好水，都使用国内顶尖的大米

生产设备精心加工，全程负压控尘除菌，每一

颗经过打磨的大米都达到免洗免淘标准。

袋装的 5 公斤标价 50 元，桶装的十桶

300克，标价88元。

梁日云副主任笑笑说，成立联合总社，

目的是发展一二三产业，把农业产业链延

伸、延长。她感叹道，我们过去吃亏的事太

多了，过去单一的村经济合作社，势单力薄，

资源破碎，对外没有话语权，进种子，进鱼虾

苗，卖家说了算。就说今年稻谷碾米，本来

一斤稻谷出七两米，人家愣说出六两二，无

形中每斤少八钱，架不住数大啊，今年稻米

产量 700 余万斤，您说，我们吃了多大的哑

巴亏。所以我们要把联合社的产业链建起

来，有自己的种植业、养殖业，还有自己的产

业，自己的工厂，做到深加工、细加工。

北塘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有都市又有乡村，

依河傍海，资源得天独厚，未来发展大有可为。

曾几何时，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鸟中大熊

猫”东方白鹳栖息宁车沽，成群结队的候鸟，或在

水中游弋嬉戏，或在草中觅食，灵动优美，与宁车

沽的湖水草木相映成趣，好一幅晚秋图景。风

景不醉人自醉，让人流连忘返，思之难忘。

随着乡村振兴步伐的不断推进，北塘街工

委结合北塘宁车沽实际，及时转换发展思路，

锚定了“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建设美丽‘滨

城’生态花园，打造服务京津冀的休闲康养地”

三大发展定位，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的突破口，培育文旅融合新业态。

从北塘码头游船观光到北塘古镇邂逅

历史，再到宁车沽体验沉浸式农业，从出海

打渔体验收获的喜悦到观赏东方白鹳唯美

的身姿……这是北塘街与文旅运营商携程

共同打造的乡村旅游路线。

携程是一家全球前三的在线旅行公司，也

就是这个有着服务全球四亿客户的大公司选

择了北塘，与北塘街签订战略协议，旗下的“携

程旅游北方游客集散中心”“携程购物商城跨

境电商北方服务中心”“携程研究院旅游消费

（北方）研究中心”三大中心同时在北塘落地。

通过聊天了解到，携程落户北塘绝非偶

然，除了看中北塘得天独厚的禀赋资源，携

程集团也是做了大量功课的。2021 年 11

月，携程集团的专家勘察了宁车沽乡村旅游

路线，在宁车沽老村民家，详细了解了港梭

鱼、三疣梭子蟹、对虾、紫蟹、螃蟹叶子、大河

蟹等北塘宁车沽特产情况。港梭鱼吃小鱼

小虾，肠子干净，满腹油肠，餷梭鱼酱是天津

和当地的一道名菜。三疣梭子蟹又称黄螃

蟹，是天津、北京人的最爱，肉洁白嫩，雌蟹

的蟹黄色味极香，两钳壮骜足之肉尤佳。渔

港里的河蟹最肥，每到季节公的带油，母的

带黄，煮熟的盖是通红的。听了介绍，携程

勘察专家和北塘街商议，可以在宁车沽开设

渔家大食堂，使游客品尝到正宗的海味。

清风吹拂，麦浪滚滚，海边赏月，日里看

花，享受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风光。

寻径路上，北塘始终秉承着“拿来主

义”，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哪里有好的模式，

就去哪里学，既不照搬照抄，也不好高骛远，

把别人的经验学好了摸透了，再根据宁车沽

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地化。

2022年2月，北塘街乡村振兴再传捷报。

北塘街分别与首农清河农场（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种子行业协会、天津天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也打响了2022

年北塘乡村振兴这场“战役”的第一枪。

首农清河农场（天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年3月27日，地点就在清河农场，而清

河农场则一直是宁车沽一衣带水的好邻居，

在天津拥有5万余亩高标准农田，双方合作

属于强强联合。双方将利用其完善的优质

大米供应链和营销网络，在天津牵头开展优

质农产品品牌宣传和推广销售，搭建农产品

产供销一体化平台，打造以“水产、水稻、水

游”为主体的乡村振兴新阵地，为京津米袋

子和菜篮子提供优质货源。

近些年，党中央一直都在强调：种子是

农业的“芯片”，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北塘街牢牢抓住这两个关键点，深耕种

源基地建设，打造宁车沽种业产业园。

有了思路和方向，步伐也就快了。2022

年2月24日，北塘街先后与天津市种子行业

协会和天津天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围

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

产，打造集“研发、种植、仓储、加工”于一体的

水稻全产业链条的国内一流稻米加工厂，培

育“农业芯片”，做大做强“北塘米乡”品牌。

北塘隶属天津，首农代表北京，双方的

合作也从另一个层面寓意着推动了京津协

同发展，也意味着撬动了北塘街农业发展大

势，宁车沽这个距离北京100多公里的小渔

村，从此插上腾飞的翅膀，翱翔于天际。

我一下就明白了，北塘街道经济联合总

社实行的是一种新型集体经济模式，过去，

农民单打独斗，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稍有风

吹草动，对农民来说就是地动山摇。现在，

有了联合总社，将各村的农民组织起来，农

产品统购统销，抱团取暖，联合作战，不仅极

大地提升了农民的话语权，而且节省了农资

开支，农产品也能够卖上好价钱，农民的腰

包就更鼓了。这不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

出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吗！

2022年3月10日，我受邀参加了联合总

社的揭牌仪式。活动现场，宾朋满座、嘉宾

如云，有区委领导和市区两级农委领导，也

有合作伙伴首农清河农场、天津天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乡建院、农行塘沽分行嘉

宾……有宁车沽民杰成、旺财、泽瀚等优秀的

专业合作社代表，还有实力和口碑出众的饵

料公司三发、大北农、通威的代表，我不禁感

叹：北塘街乡村振兴的“朋友圈”真的很大啊！

活动后的几天里，我心潮澎湃，激动之

心久久不能平复，同时也满怀期待，这个被

誉为北方“鱼米之乡，候鸟天堂”的热土即将

迎来高光时刻，人气越来越旺，财气越来越

浓，乡村振兴画卷越绘越绚丽！

当天空碧蓝碧蓝时，太阳高悬，东方白

鹳颈部前伸，长长的腿蹬向后尾翼，黑白相

间的尾翼扇状展开，叫声悠扬，振动鸣翅，沙

沙沙地升起来，升起来，忽远忽近地呼唤着，

成群成群地升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