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簖”，渔具名，编竹为栅，置入水中截断鱼蟹之去路而捕取之者，皆称为簖。在鱼米之乡姜堰，河湖中还能看到这种古老的渔具，用竹栅捕捉的蟹，就叫做溱湖簖蟹——泰州姜堰
区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姜堰河湖里能翻过竹栅的簖蟹，个个体格健壮、肉质韧滑，畅销沪宁线各大城市！”姜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季燚自豪地说，虽然溱湖簖蟹产量不比里下河和阳澄湖，但凭借
独特的水土条件和养蟹技艺，走进盒马鲜生，畅销沪宁线，在产蟹大省江苏的“蟹谱”中声名日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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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一家菜场“乌中市集”与
奢侈品品牌Prada展开跨界合作，吸引
了不少年轻人打卡买菜。令人遗憾的
是，有人举着买来的芹菜摆造型拍照
后，顺手将菜丢进了门口的垃圾车。

菜市场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公共空间，散发着“烟火气”。近年来，
各地纷纷推进菜市场改造，从上海的乌
中市集，到苏州双塔市集，再到南京科
巷菜市场……经过一番“变形”，其颜
值、功能定位、管理服务水平等实现提
档升级，给居民生活带来更多选择、提
供更好体验。

品牌方与网红菜场跨界合作，于双
方而言都是一次新尝试。对品牌方来
说，这是一次营销新探索，试图让广告
走入生活空间；对菜市场来说，通过与
国际品牌对话，吸引更多年轻人靠近一
些、走进来购物，也有利于进一步打开
运营思路。

这样的牵手合作，有创意有收益，
也带来一些思考。电影《穿普拉达的女
王》里有一句台词“时尚并不是为了实
用性”，对菜市场而言，则要将这句话变

为“实用性并不是为了时尚”。菜市场
本质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斗秀
场”。被丢进垃圾车的芹菜，无声进行
讽刺和提醒。网红菜市场在与大牌的
跨界合作中赚足了眼球，可过了这股新
鲜劲、人潮逐渐散去，会不会又沉寂下
来？这样的合作尝试，不应只是吸引盲
目跟风的人群，更不应上演类似“买椟
还珠”、无谓浪费的闹剧。

无论是菜市场改造升级，还是进
行跨界合作，重“面子”更要重“里
子”。改的是外在形式，内容还是提供
便民服务。环境干净卫生、产品质量
可靠、价格公道实惠、服务态度良好，
才能不断吸引更多居民走进菜市场。
近些年来，各地许多菜市场在这方面
下了不少功夫，比如，引入早餐店，整
合拿取快递、购买基础药物、修补衣物
等功能，以满足周边居民需求。再比
如，提供净菜、包括简单肉品和蔬菜的
套餐，售卖鲜花、休闲食品，举办不同
主题小展览等，更好满足年轻人快节
奏、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菜场值得人们“打卡”，说到底不是
因为其穿上了大牌的“外衣”，而是因为
充满着生活气息。做好“里子”文章，不
断丰富内涵，让居民吃得更实惠、更健
康、更放心，才能成为大家持续青睐的
红火打卡地。

菜市场不是“斗秀场”
□ 杨 丽

时评江东

一些地方为基层减负不力，“一票
否决”泛化问题仍然存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房宁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在他调查过的一个县级政府，全
年各项工作中“一票否决”事项竟有28
项之多，只要其中一项做不好，干部的
一年辛苦就很可能付之东流。这一现
象值得警惕。

作为一种倒逼机制，“一票否决”具
有很强的制约力，一直以来在干部考核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要谨防滥用和泛
化。考核贵在牵引、要在精准。被纳入

“一票否决”的任务，理应是对整体工作
具有前提性、制约性作用的极少数项
目。比如安全生产，这方面一出事往往
会造成“一失万无”的严重后果，将其纳
入“一票否决”确有必要。再比如，在教
育领域实行师德问题“一票否决”，对教
师遵守职业道德将起到刚性约束作用，
可敦促其更好地做到为人师表、教书育
人。这“一票”使用得当，就能对“N项”
其他工作起到正向带动和促进作用。

实行“一票否决”，如何设置“一票”
很重要。设置合理，推进各项工作就能
体现轻重缓急，实际操作也将更加有章
法、有节奏。反之，如果纳入否决项的
工作任务本身“重量级”“优先级”不够，
或者项目过多、过滥，那就有悖于实行

“一票否决”初衷，且易流于官僚主义和
形式主义。一个县有 28 项工作可以

“一票否决”，实际上几乎是“票票否
决”，其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再者，只要

其中一项工作出了问题就被“一票否
决”，其他工作干得再好都无法得到认
可肯定，那么相关干部会不会就此得过
且过、应付了事？显然，如果因为“1”而
拖累“N”，那就明显走偏了，对众多基
层工作者也有失公平。

“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在一些
地方和部门，“一票否决”设置不当、逐步
泛化，既加大基层负担、影响基层工作，不
少时候也会挫伤被考核对象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原本用来推动和促进工
作的一把“利器”，可能成为影响甚至阻碍
基层工作出彩、干部出色的“钝器”。矛盾
有主次、任务有轻重，“十个指头”不可能
平均用力。中办在2019年曾发文明确提
出，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动辄
签“责任状”，变相向地方和基层推卸责
任。这就是为了切实替基层减负，充分激
发和调动基层工作热情。

越是负重前行，越要勇毅担当。为
大力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浓
厚氛围，我省出台了鼓励激励、容错纠
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使干部在科
学的考评中释放潜能、在合理的期许中
自觉行为、在正确的导向中不断奋进，
凝心聚力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列。各级各部门合理设置、科学实行

“一票否决”，是深入落实“三项机制”的
具体要求。不让干事创业者动辄得咎、
不让基层干部背上不必要的包袱，是中
央和省委的明确要求，也是基层工作者
的普遍期待。

一票否决，别让“1”拖累了“N”
□ 左中甫

时论

□ 本报记者 杨昉 蒋明睿 付奇

10月 10日，周日。白天，南京
佛手湖郊野公园，五颜六色的帐篷一
簇一簇搭在草坪上，一群群孩子在草
地上追逐嬉戏或进行“丛林探险”。
晚上，南京联灌体育俱乐部篮球馆
里，18名中小学生在运球声和教练
的哨声中，进行着篮球训练。

未来，这样的场景可能会越来越
多。一个月前，国家颁布学生“双减”政
策，将学生从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中

“解脱”出来，孩子们课余时间增加了，
开展体育锻炼的机会更多了，还孩子一
个“运动周末”的概念被提了出来。

不过，“双减”政策毕竟刚刚落
地，孩子们能否真正在周末“动起
来”，中考体育成绩权重增加，孩子们
的运动有没有变味？如何真正为孩
子打造健康快乐的“运动周末”？这
些都值得持续思考。

“双减”后，运动的身影
多了起来

南京人王军的大女儿上小学六
年级，正是小升初最紧要的学年，但
他毅然停掉了女儿在校外培训班上
了3年的课程。“机构一直在渲染焦虑
情绪，孩子也学得累，效率低。”王军
认为，“高质量”周末应该是运动而高
效的，强健的体魄、健康的精神面貌
比分数更加重要。他们家里制定了
一项新规则，全家人每天必须运动半
小时，周末必须有半天走出家门运
动，确保劳逸结合。

“‘双减’后，朋友圈风格都变
了。”王军笑说，以前刷朋友圈，家长
们说的都是周末“就在送娃接娃中度
过了”“不是在辅导班，就是在送娃去
辅导班的路上”。现在打开朋友圈，
家长都在“喊话”——周末该带孩子
去哪儿过呢？

采访中，不少家长反映，“双减”
后，没了“课外班”和繁重的作业，小区

里、公园里孩子的身影的确多了起来。
为了让孩子们真的能走出门、动

起来，家长们绞尽脑汁，连一些冷门
的项目都变得不再小众。在团购类
网站随意搜索，马术、高尔夫、攀岩、
冲浪、击剑等各类培训随处可见。

上周末，记者在位于南京扬子江
大道青年文化艺术中心的德菲特击
剑俱乐部里看到，各种年龄段的孩子
穿着击剑服，在有模有样地训练。“现
在学员有300人左右。仅这两个月
就有40-50位新学员报名加入，人
数增加得非常明显。其中，6-8岁的
孩子最多，占了七成。”德菲特击剑俱
乐部馆长魏浩介绍。

卞女士是两个男孩的妈妈，大儿
子一一在念初一，小儿子九九在上中
班。两个孩子都在南京奥体中心射
箭俱乐部练习射箭。“我一直非常支
持孩子们进行体育运动，有了良好的
体质才能应付未来越来越紧张的学
习，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
方式，这会让他们终身受益。”现在，
一一和九九每个周末至少拿出半天
时间专门用于运动。

记者了解到，德菲特击剑俱乐部
目前与12所学校开展合作，为在校
学生提供击剑课程。南京奥体中心
射箭俱乐部也为鼓楼、建邺两个区
10多所学校提供课后服务。学校和
家长都希望，通过将运动机构的“延
时服务”项目引进学校，真正带动孩
子们在周末“动起来”。

体育成绩是“外力”，健
康才是目的

有人担忧，中考体育成绩权重增
加，孩子们的运动会不会变味？这样
的导向是否会让家长急功近利，“逼”
着孩子进行体育运动？

采访中，大多数家长还是非常理
智冷静的。

10月9日下午一放学，南京秦
淮外国语学校初一学生朱正扬匆匆

吃了口饭，就背上书包和篮球包，一
路小跑赶往900米外的小西湖小学，
准备进行当天的篮球训练。

“学习是马拉松，不是短跑，好的
身体是坚持学习的基础和保证。”朱
正扬的妈妈刘影倩告诉记者，初中课
业繁忙，但一家人都很支持孩子运
动，参加篮球训练后，孩子内驱力、团
队意识更强，自信心提高，遇到困难
可以很快调整心态，加上训练都在周
末，学习没有受到影响，通过锻炼儿
子还“变高变帅了”，最主要的是，孩
子喜欢运动，为了上篮球课，他能主
动完成作业，至于体育成绩，那是顺
其自然的事情。

“这学期，女儿现在每天都将羽
毛球拍带到学校，每天下午打上半小
时到 40 分钟的羽毛球，开心得不
行。”提到学校的“延时服务”，镇江市
中山路小学六（3）班宦博文的爸爸
宦翼赞不绝口，“学校真正将素质教
育落到实处，课余活动丰富多彩，今
年还新增了羽毛球馆和击剑馆，学生
在课间、下午延时服务期间、周末都
可以免费到场馆运动，非常方便。”

“‘双减’后，家长更重视体育了，
主动要求学校布置体育作业，还有很
多孩子带羽毛球拍、乒乓球拍到校。”
镇江市中山路小学校长陶静告诉记
者，以前，孩子们课间就是上个厕所，
在走廊上适当玩一玩。现在课间巡
视时，经常看到打乒乓球、羽毛球、篮
球的孩子，孩子们在“快乐课间”中才
能真正体会到运动的快乐。

在南京理工大学体育部主任潘
志军教授看来，让孩子参加各种体育
运动，不言而喻是件好事，为加快培
养这一好的习惯，使它尽快融入孩子
的生活，需要内外合力，其中中考体
育成绩权重增加即是重要的“外力”。

但不可否认，将中考体育成绩权
重增加后，部分家长选择“考前突
击”，而不是平日里放手孩子出门运
动。“这种心理反映出的直接问题是
对体育运动的价值认识不足，认为运
动成绩可以速成，然而却忽略了健康
是无法速成的。把‘运动周末’还给
孩子，才是最好的选择。”潘志军说。

软硬件亟待升级，让孩
子更好运动

尽管运动好处多多，但采访中记
者也发现，还是有不少孩子不愿出门
甚至“不能出门”，是什么绊住了孩子
们出门的脚步？

“小区里新修了个足球场，没跑道，
只能交钱进去踢球。家附近有一个篮球
场，基本都被大人占领了，孩子除了上篮
球课，平时根本找不到地方打球。”家住南
京城市绿洲花园二期的宋先生抱怨道。

和宋先生一样烦恼的家长不在

少数。“五年级后，女儿越来越不爱出
门运动了。”提起上小学六年级的女
儿，杨女士连连叹气，“天天在家刷手
机，肚子上肉也出来了。”国庆节，杨
女士决定带女儿去公园慢跑，结果女
儿刚跑了300多米就停下脚步，直喊

“跑不动了”。
对于女儿“不愿出门”的想法，

杨女士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连一
楼花坛都拆掉用来停车了，哪儿还
有孩子锻炼的地儿？”到俱乐部运
动，一节羽毛球课130元，一次攀岩
260元，一次击剑300元，普通家庭
怎么吃得消？

“运动场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
要通过多元化途径来满足青少年的运
动需求，学校运动场、全民健身路径、
体育场馆、盈利性场馆等都可以充分
利用起来。”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
院长史曙生说，受疫情影响，很多学校
的场地无法对外开放，学校可以调整
课程设置，让学校的运动场所尽可能
利用起来。小区的全民健身路径也可
以强化一些青少年设施的建设，让各
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够使用。

那么，到底该如何给孩子们创造
一个健康又充实的“运动周末”呢？

今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
作的通知》，强调着力保障学生每天
校内、校外各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
并明确了体育家庭作业制度。其实
早在几年前，我省中小学中，就已经
启动了体育家庭作业制度。

“运动一定要结合爱好、适合自
己。”史曙生认为，我省学生体质健康
报告书制度已持续多年，根据每个孩
子体质情况，给予相应的运动干预的
建议。青少年可以根据建议，结合学
校布置的体育家庭作业进行运动，将
课内课外运动一体化有效衔接；也可
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运动项目。

“让孩子更好地运动，学校是基
础。”潘志军建议，学校可以培养孩子
的运动兴趣、学会运动技能，建立班
级、年级、校内、校际各级联赛制度，
通过竞赛巩固提高运动技能，把“学
会、勤练、常赛”作为常态。

专家表示，在孩子体育运动中，
社会要发挥保障作用。比如，在全社
会积极营造运动氛围，为孩子的体育
活动提供场地服务，体育场馆设施要
免费或优惠对孩子开放，并为各类家
庭打造一批以户外活动、健康减重、
运动干预为专题的公益性项目，帮助
儿童和青少年养成经常锻炼习惯，提
升体质健康。

“只有把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
拧成一股绳，校内校外一体化，为学
生提供体育服务，才能形成合力让孩
子更好地运动。”潘志军说。

（视觉中国供图）

“双减”后孩子们的空闲时间多起来了——

“运动周末”，
让孩子真正“动起来”

排排竹栅，
翻出“蟹中优品”

秋风起、蟹脚痒。金秋十月，上海、
南京等地的溱湖簖蟹专卖店和盒马鲜
生的水产区，体健色亮的簖蟹吐着白
沫、张牙舞爪。在泰州城区尤其溱潼镇
街道两旁，也能看到一个个高书“溱湖
簖蟹”的专卖店。大闸蟹到处可见，簖
蟹却很少听说，到底是什么螃蟹？

若想一探究竟，只需来到溱湖边。
河湖里高出水面的竹栅，其间可见形态
各异的“迷宫”，仿佛是水里摆下的“龙
门阵”。夜深人静时，伫立水边，只听河
里传来窸窣之声；若是拿灯往那些栏栅
上一照，便能发现一只只身形矫健的螃
蟹正挥舞着饱满有力的螯钳攀爬，不一
会儿就翻过了这些竹栅，落入另一侧的
篾篓之中。

“这些水中竹制的组合工具，就是
我们所说的‘簖’。只有能翻过簖的螃
蟹，才能在市场上被称为溱湖簖蟹！”姜
堰区水产技术指导站研究员陈克春介
绍，这种水乡人民手工扎制的“水阵”，
已在溱湖传承千年。南朝祖冲之《述异
记》就有关于“簖”的记载，现今唯一把
河蟹称为簖蟹的，只有溱湖簖蟹。《古镇
溱潼风情录》亦对溱湖簖蟹的形态、特

征、簖技、美味、吃法作了详尽的描写。
“能不断潜行、越簖进篓之蟹，个个

膘肥体壮，攀爬有力，翻身迅疾。而那
些无力翻越簖箔的蟹则会继续留在原
地，健其体魄，积蓄能量，等待下次冲
锋。簖不仅是捕蟹的工具，也是检验蟹
之强弱、活力和质量的度量器。”陈克春
说，溱湖簖蟹除了河蟹常见的“青背、白
肚、金爪、黄毛”等优质形态外，还具有

“体健、色亮、腿长、爪尖”的独特特征。

三水交汇，
成就优良养殖环境

除了“老祖宗的传承”（古老技艺），
“老天爷的恩赐”（水土条件）造就了溱
湖簖蟹的独特品质。总面积26平方公
里的溱湖国家湿地公园里，湖泊遍布、
河道交织，素有“水乡明珠”之称。

“姜堰地跨长江三角洲和里下河平
原，挟江襟淮，东临沧海，众水来汇，又
名‘三水’,历史上就是河蟹栖息、生长
的区域。”季燚说，“河蟹具有洄游特性，
在近海繁殖、到内河生长，每到成熟之
时都要去往近海。姜堰旧时长江、淮
河、海水‘三水交汇’，正是江北螃蟹洄
游的‘第一站’，渔民设簖捕蟹，也是利
用了河蟹这样的生活习性，在洄游的必
经之路上筛选出发育最佳的螃蟹。”

“虽然技艺古老，但这种天然的捕
捞方式既暗合自然生长规律，又与溱湖
纯天然的水质相辅相成，是古老文明与
生态种养的最好体现，我们一定要保护
好、发扬好！”季燚说。

处于“三水交汇”处的姜堰，不但水
质好，水生动植物十分丰富，成为螃蟹
的天然饵料。更由于这里曾被海水浸
润过，河水中含有微盐，加之土壤为介
于沙土和粘土间的壤土，十分利于簖蟹
生长育肥。尽管溱湖簖蟹与平常所说

的大闸蟹同根同源，都是长江中华绒螯
蟹，但独特的水土条件，使得溱湖簖蟹
膏肥黄厚，味道鲜美。溱湖簖蟹蒸熟
后，蟹黄呈橙金色，黄中带红；
蟹膏呈凝脂状，细腻绵
密；蟹香浓郁，鲜美微
甜。

走进溱湖簖蟹
的标准化生产基
地，徜徉在宽敞的
大道、绿色的花

木间，举目望去，弯曲的河流与成片的
池塘交错有致，古色古香的木屋点缀在
池埂之上。低头凝视，清澈的水体

中，雾化的氧气泡在纳米管
道上方翻滚散开，翠绿

的水草轻轻摆动，池
底的螺蛳慢慢蠕
动，个大体肥的河
蟹在草丛中恬然
栖息，呈现出一
派生机勃勃、生
态 优 良 的 画
面。池埂边，时
常见到技术人员
热心指导，监管
人员抽样检测，随

手打开生产档案，里
面记载着溱湖簖蟹规

范化生产操作的点点滴
滴。

“接二连三”，
拉长簖蟹产业链

“获评国家地标农产品，让溱湖簖
蟹的品质品牌跃上了新台阶！”泰州市
农业农村局质监处处长孙新兵说，通过
同步采用国家（省）质量安全追溯与自
主开发的溱湖簖蟹追溯双系统管理，上

市的溱湖簖蟹在佩戴地理标志农产品
防伪标识后，做到了一蟹一标识。扫码
进入，生产者信息、投入品记载、安全检
测报告等一一呈现眼前，精准的身份识
别，让假冒无处遁迹。

一只溱湖簖蟹，不仅翻出了自己的
名气，更是翻出了一片广阔市场。孙新
兵介绍，“国家地标”带来的辐射效应，
使得溱湖周边簖蟹养殖面积多达5.7万
亩，年产量5600余吨。每到簖蟹上市
季节，溱湖周边的物流车辆络绎不绝。
当地养蟹大户说，“我们都是见到订单
才把螃蟹打捞上来，销路从来不愁，食
客也能吃得新鲜。”每年出塘的溱湖簖
蟹约有10%通过网络销往全国，剩下的
绝大部分都被线下经销商给早早订走。

目前，姜堰区养蟹一产年产值为
4.28 亿元，整个蟹业产值却达到 8亿
元。“让姜堰蟹业产值倍增的，是一产带
动二三产业的产业链。”季燚说，目前姜
堰有以溱湖簖蟹产业为主的市级以上
现代渔业园区3个，交易市场1座，专卖
店56家、簖蟹文化休闲企业1家、加工
企业3家、电商22家。以5A级溱湖风
景区为主体，姜堰设簖捕捞，让游客切
身感受溱湖簖蟹的生活生长环境和捕
捞技艺传承。

孟培嘉 孙潜 郭凤鸣

国家地理标志溱湖簖蟹“翻”出大名堂——

翻过了“溱湖簖”，便能“横行”沪宁线

补习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