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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致富的引路人 健康养殖的“守护神”
曾集
镇现有水
产养殖面
积近 ４ 万
亩， 全镇
水产专业
合作社 １８
家， 各类
百亩以上
水产养殖
基 地 １６
个， 其中国家级健康养殖示范基地 ２ 个，
省级无公害水产养殖基地 １ 个，市县重点
名优养殖基地 ５ 个，稻虾综合种养面积达
４６６８０ 亩，水产养殖面积、水产养殖产量、
水产基地建设规模三项主要指标都跃居
全县前三强之列，每当提起这些，人们总
都会异口同声的谈到一个人，他就是曾集
镇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水产动物
高级病虫防疫员、淡水养殖工程师钱光红
同志。 参加工作 ３３ 年来，他不辞辛苦，热

■

陈朝晖

故乡天然是渔乡
广袤的江汉平原， 丰富的水资源得天
独厚。 那一条条河流、一片片湖塘里，生活
着众多水族居民：大的有青、鲩、鲢、鲤、鲫
等，小的有白刁、黄鲴等，还有乌龟、甲鱼、
黄鳝、泥鳅、螃蟹等宝贝。 河里湖里茂盛青
绿的水草，伴水草、藻类、淤泥而生的微生
物、蚊虫、螺蛤、虾蚌之类，为鱼们提供着丰
盛的食料，保证了鱼们生生不息自由生长。
以前，乡民们用来捕鱼的，有网、罾、叉、
罩、钩、篓、筐、袋等，可谓十八般兵器样样
有，他们用经验和技巧捕鱼，且
“
抓大放小”，

■

李艳华

感动
昨天送丫头回去老家看爷爷奶奶，我
也是想看看公公和婆婆， 来荆城半年了，
也没回去一次。 总说自己忙，其实忙很多
时候都是借口，对于自己的亲人、所爱的
人，时间是挤的，挤挤总会有。 细细想来，
心中便生出了一丝丝愧疚。
早上起床， 我便给爷爷打了电话，爷

■

何忠华

我家厕所升级记
厕所是专供人大小便的地方。厕所在
我们乡下以前叫茅房或者茅室，现在有的
升级为卫生间。
所谓茅房或者茅室，它的建设是先在
地上挖一个坑， 坑里埋一个破了沿口的
缸，缸上搭两块木板，蹲在木板上便可以
拉屎拉尿了。 光这还不行，再用几根树木
在缸的外围支成圆锥型，树木上横绑一些
竹竿，用茅草、稻草或者松针枝别在这些
竹竿上将其覆盖，就可以为如厕的人遮风

心水产事业，乐于奉献，服务水产养殖户，
被当地干部群众称之为农民致富的引路
人，健康养殖的“
守护神”。
曾集镇是个典型的丘陵地区，库多港
多河流多，低洼地多，有着发展水产养殖
得天独厚的条件。钱光红利用各种渠道和
信息平台，发布水产招商信息，近几年他
先后数十次以上荆门，下荆州，去沙洋，到
后港，拜访水产养殖产大户、养殖基地负
责人和有意从事水产业的成功人士，介绍
到曾集发展水产养殖的有利条件，请他们
到曾集实地考察。 不少客商为情所动，１６
家水产基地相继落户曾集， 从事 １２ 种名
优水产养殖。在土地流转、水、电、路配套、
纠纷调处、技术服务等各个方面，他都全
心投入，尽力服务，赢得了客商一致好评。
湖北楚玉公司在曾集镇万里、曾巷 ２ 个村
流转土地 ３０００ 亩，在基地开发中，他同施
工人员一道吃住，在工地，连续半个月不
回家，现场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确保
了工程建设质量和基地高标准按期建成

并投入生产。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虾病暴发， 为了减少养
殖户损失，他除了自己上门帮助养殖户诊
治外，还专程到市水产局请来水产专家蒋
金山到万里、 金鸡 ２ 个养殖大村，５ 个养
殖基地，实地检测水质，诊治虾病，提出了
降低养殖密度，合理捕大留小，药物拌饵
投食，生物改水调水等治疗措施，连续一
周进行了跟踪观察，并亲自帮助养殖户拌
药饵，泼虾药，使虾病很快得到了控制，为
养殖基地减少了近百万元经济损失。
在脱贫攻坚工作，他发挥水产技术优
势，积极为镇委政府当好参谋，提出了依
托资源抓调整，发展龙虾富全镇的产业脱
贫方案， 动员贫困户在沿库
沿港沿渠沿路地带， 大力发
展稻虾综合种养。 他带头包
联范店村贫困户官文高，免
费为他提供消毒药物、 联系
水草及虾种， 并成立了文高
小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帮

忙解决贴息贷款 ５ 万元。官文高经过两年
的努力， 发展稻虾 １２ 亩， 年增收 ４ 万多
元，现已脱贫致富，成了村里产业脱贫致
富带头人。 范店村陈中浩身患重病，家里
遭遇车祸丧子， 钱光红多次上门指导，帮
忙开挖虾池 １０ 亩， 并无偿支助 ５００ 元用
于购买虾苗，为他无偿提供饲料药品近千
元，使小龙虾养殖成了他家的主要收入。
阳光总在风雨后， 荣誉全靠拼搏来。
钱光红先后被省、市、县授予“见义勇为积
极分子”光荣称号，被沙洋县人民政府授
予“
乡土拔尖技术人才”。他所带领的曾集
镇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也被县、镇连年
评为
“先进单位”。

捕鱼又留鱼， 绝不用后来某些人滥用电捕、
雷管、下药等
“
灭绝鱼性”的恶劣做法。
生产队组织捕鱼是在年关到来之前，
抽干某个大的堰塘的水，队里劳力下塘抓
鱼，分给全队各家各户作“
年鱼”。 公家捉
完大的和中等的鱼，把小鱼小虾留给等候
在岸边冻得“嘶嘶哈哈”的孩子们“捡湖
脚”。孩子们就等着这一刻，个个欢呼雀跃
赤脚奔下塘底，把那些正在泥水里扑腾的
鱼儿抓进各自的小篓子中。
更多的捕鱼是单个行动。有人会
“
施壕
子”：用竹篾条编制的很密实的“壕子”，一
米来长，口阔腰细尾巴粗，其奥妙在于细腰
处有向尾巴里头伸出的倒须， 起到阻止鱼
儿回游出去的作用。 在流动的沟渠中拦腰
筑起小水坝后， 埋根粗瓷管形成涵洞用来
放水。 鱼儿有找寻水流逆流而进的习性，听
到流水声响就奔急流而来， 正好钻入“
壕
子”大张的口中而无处可逃，越来越多的鱼

儿前呼后拥地挤进来，想回游出去时，却被
伸出的篾须挡住成了
“
俘虏”。
用排叉捉甲鱼， 是少数有经验的精壮
劳力能做的。 用约四五米长的竹篙装上排
叉，另准备一根长柄的铁钩。 捕鱼人撑着船
到较远处的湖湾或河道， 持排叉在湖底作
地毯式扦插，感觉叉到了，俯下身用长钩把
甲鱼钩上来， 有时要下潜水里用手将甲鱼
逮获。 村子有几位捕甲鱼能手，每次出征都
满载而归，背在网袋里的甲鱼又大又多。
钓鱼是事先经过观察，到
“鱼窝子”去
钓。有人会钓鲫鱼，有人会钓鳝鱼，还有人
会钓黑鱼。这黑鱼性情凶猛，如果钓竿、钓
线不够结实， 黑鱼咬钩了拼命挣扎时，会
让你竿折线断一场空。 钓者根据黑鱼习
性，黑鱼产卵后特别“护崽”，常躲藏于鱼
卵附近的水草菱荷底下隐蔽守护，钓者则
用了粗竹竿和粗尼龙线， 鱼钩挂上鱼饵，
吊在黑鱼卵的上方轻点水面， 再快速提

起，反复几次，这时恼怒的黑鱼便不顾一
切冲出来，一口吞吃掉，钓者赶快收竿，黑
鱼就这样被逮住啦。
钓鳝鱼也挺有意思。在沟渠边或田埂
下距水面几寸深的水下， 找到鳝鱼洞口，
用粗铁丝做的钓竿，鱼钩上挂上昆虫幼虫
之类，将其伸在洞口，钓者一手握稳钓竿，
一手弹击水面，口中发出
“嘬、嘬”声，蜷伏
在洞中的黄鳝，奔出来吞下那青虫，却被
人掐在了手中。
不知从何时起，那些真正野生的鱼逐
渐消失得杳无踪迹了，取而代之的都是鱼
塘、 网箱等人工养殖的鱼， 虽然个大、肉
肥， 似乎总不及过去的鱼吃得有味而放
心。于我，挥之不去的故乡的回忆里，总还
放不下那清澈的河流， 那欢腾的鱼群，那
氤氲着水草、水汽及水族们猬集活动的有
生趣的气息……

爷听说我和丫头要回去，电话那头言语间
满是欢喜，一路上又拨了两个电话，问快
到家了没有。等我们辗转两趟车到家门的
时候，爷爷听我说到了镇上车太少，连连
说应该去接我们的。
说话间，丫头的奶奶已经把饭菜都摆
好，看着满桌的饭菜，坐车的劳累瞬间消
失了，每个菜里都是妈妈的味道。 我有时
在家做饭时， 我就特别向往做出这种味
道。 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城里永远做不出
这种烟火味。 这种人间烟火独有的味道，
我内心是感动的。
我们边吃边聊，不知不觉，一大桌菜
已吃得所剩无己。 聊天中，公公问起了丫
头的学习，也关心我的工作。我说，工作挺

好的，领导同事待我特别亲，就是我自己
还要努力，有时候两条腿走的，效率不高。
没想到，吃完饭婆婆拿了一叠钱交到
我手上，让我去买个代步工具。 我内心又
一次被这温情所感动，说，我下午还得回
荆城上班，村里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也有了环城车进城，虽然班次少，好在
环城车进镇上的时候要经过家门口，一招
手，师傅也看得见。 婆婆说，你去房间躺
会，来车了，我叫你。
等了一会，终于来车了。婆婆招手，哎
呀，师傅硬是没看见！ 婆婆索性把拖鞋拖
了，打赤脚追，一边喊，一边招手，车子终
于停了下来。 我穿着一个小高跟，也跑不
动。 等我跑过去，看到婆婆的脚因为前段

时间受了伤，用纱布包着伤口，现在纱布
都快掉了。 那一刻，我的内心再也无法平
静。
我最好的同学经常说我，刀子嘴豆腐
心，确实，我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甚至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孤傲。 其实，跟先
生结婚的这些年，公公婆婆总是用爱包容
着我，待我如亲闺女。一家人相处久了，有
时候也会有矛盾。我想，我们都需要改变，
也是因为爱。
小时候，记得我们也曾写过无数次感
恩的文章，但那有时候纯属虚构。 而现在
的感动源于心，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一
颗真诚的心，感恩有你们！
（
：
）
５
５

挡雨避羞了。
打我记事起，我家的厕所建在房屋右
边不远处猪栏的后边， 是高帽子形状。
１９７４ 年的时候，我们铁坪大队要修水库，
公社所属的大队都要组织人来，修水库的
人员要分别安排在各家各户里住，由于人
员多，如厕就成了大问题。那时，父亲有远
见，在没安排人员到来之前将茅厕进行了
改建：即不用缸了，在地上挖一个长方形
的大坑， 四壁和坑底用石灰参土混合夯
实，防止排泄物渗透到地里去，坑上搭些
木板，再在坑的周边用土砖砌成墙，搭上
檩木，钉上椽子，然后盖上松针枝。改建后
的茅厕可以同时容纳几个人如厕，在修水
库期间发挥了具大的作用，不仅解决了人
多如厕难的问题，生产队组织人员挑粪肥
田记工分的时候，我家的厕所产的粪最多
因而记分最高。

再后来，或许是父亲年岁大了，或许是
腿残的缘故，好多事懒得理了，比如厕所上
面的松针时间长了就露雨， 导致雨水滴进
茅坑里。 雨水在茅坑里多了，人在大便的时
候，
“
咯噔”一声，冲击起来的粪水溅落在屁
股上或者裤子上很是难为情，为此，母亲吵
了父亲多少回， 要他把松针枝重新换一遍
或者用瓦盖，可父亲就是不弄，没办法，母
亲只好割些青蒿切细放进茅坑里， 即可以
防止被溅，还可以增加肥料。
眼看着茅厕上面的松针没了，光吵也
不是办法，母亲自己做主请人建了新的厕
所。 新厕所也是挖坑，在坑的前面专门建
了两个斜槽用做蹬位， 坑上面用木板盖
实， 这样可以防止小孩不小心掉进茅坑
里，也可以减少气味的散发，再用水泥砖
砌墙，盖上青瓦。 青瓦比茅草、松针管用，
再也不用担心
“咯噔”了！

前年夏天， 在西安安家的小弟回来见
母亲劳作后洗漱不方便， 买砖买瓦买瓷砖
买水泥请人挨着房屋并排搭建了两间小屋
成了卫生间， 外面的屋安装了面盆用来洗
脸洗口，还安放了洗衣机；里面的屋装上了
太阳能热水器用来淋浴， 考虑到母亲年岁
已高，安装的是坐便式马桶，这样她老人家
可以坐在马桶上舒舒服服地解决大事。
由此，我家的厕所完成了全面提档升
级，也可以叫卫生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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