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小仙袁今天还有龙虾吗钥 冶
野小仙袁龙虾给我留两斤浴 冶野今晚
去小仙酒楼袁预订 3斤小龙虾浴 冶
噎噎

姚小仙每天睁开眼的第一
件事袁就是翻看微信刷屏袁这是
她最幸福的时光遥晨曦倒映在蟹
塘边袁微风吹过袁像洒过一片片
碎银遥 一只螃蟹爬出水面袁钳子
上的冰鱼还未靠近嘴巴袁被一只
龙虾抢夺过去遥 两个野钳子王冶袁
在水中开始了野争霸赛冶遥

野对不起袁今天真没有了浴 冶
姚小仙为对方遗憾道遥不久前在
洮西四号桥长荡湖大闸蟹集散
中心开展的野洮湖渔夫龙虾节冶尧
野洮湖渔夫冶杯全民才艺大赛袁不
仅使金坛的小龙虾火了袁她地处
沿江高速黄庄道口南侧袁与四号
桥相邻的螃蟹养殖基地也火了
一把遥

野不知谁耶虾透爷了一下袁说
我的小龙虾从小吃冻鱼长大袁每
天来预订的人络绎不绝遥 冶姚小

仙说袁野球迷世界杯冶 观赛期间袁
亲朋好友聚满了农庄袁哪还有小
龙虾出售钥

野你看袁这冻鱼刚撒下去袁螃
蟹和小龙虾就抢开了遥 冶一旁不
善言辞的老木说遥他是小仙从安
徽雇请的帮工遥 姚小仙说袁正常
情况下袁1万只蟹苗袁每天要喂冻
鱼 150斤遥她养了 15万只蟹苗袁
每天要喂冻鱼 2000多斤遥 因为
龙虾攻击性极强袁又是食杂性水
生动物袁加之繁殖力极强袁因此
一般情况下袁螃蟹是不能和龙虾
混养的遥 但是袁不知从什么时候
开始袁蟹塘多了许多野小霸主冶袁
似乎与螃蟹野和平共处冶遥 为确
保生态平衡袁 她不得不在蟹池
投放许多地笼袁让小龙虾来野自
投罗网冶遥

野吃冻鱼的小龙虾袁与吃豆
粕尧玉米的龙虾相比明显味道要
鲜美袁带有一种腥而不腻尧鲜到
好处的味道遥 冶丈夫顾锡林抢过
话头袁 其实他们以螃蟹养殖为

主袁小龙虾只是野副业冶遥 他们投
入 500多万元袁在岳阳村养殖面
积 60亩袁 在长荡湖养殖面积 60
亩袁并在长荡湖水街经营了野晓
仙酒楼冶遥 因为所有水产品都是
原生态养殖和自养自给袁因而每
到秋风吹尧蟹脚痒的季节袁晓仙
酒楼有时忙得招架不住遥

野一份投入袁一份产出遥水产
养殖也是如此袁尤其以冻鱼为饵
料成本更高袁 亩均达到 7000多
元袁每年生产成本投入 100多万
元遥 冶姚小仙说袁搞养殖是靠天吃
饭袁正常年景下袁螃蟹养殖亩效 1
至 2万元遥 由于生态养殖袁去年
她螃蟹养殖亩效近 2万元遥

野去年利润近 200万元袁还不
包括酒楼遥 冶说这话时袁姚小仙露
出幸福的微笑袁野其实袁 我是土生
土长的湖里人袁 从小跟父亲下湖
打鱼遥长荡湖网围整治后袁渔民上
岸过上幸福的生活袁 而长荡湖优
质水源养殖出来的螃蟹袁 依然是
金坛水产养殖的一块品牌遥 冶

野长荡湖开展的网围整治尧
餐饮船归并整治尧 退田还湖尧入
湖港口整治等袁促进了长荡湖的
保护与旅游开发袁而旅游又带动
了长荡湖养殖袁对我们蟹农来说
一件大好事遥 冶这个从长荡湖走
出来渔家姑娘袁16岁开始在湖上
摸滚爬打袁失败过成功过袁哭过
笑过袁如今 30多年过去了袁成为
长荡湖养殖和创业的一个传奇
故事袁曾经多少愁容化作了幸福
的微笑袁随风荡漾在湖面上遥

野走袁去我们塘埂上采采自
然生长的豆荚尧无公害西瓜遥 冶夕
阳西下袁美丽的岳阳村倒映在水
面上袁村上有许多像她这样的养
殖户遥

有朋自远方来袁 不亦乐乎遥
每到傍晚袁是姚小仙最幸福的时
光遥 农庄不对外经营袁来得都是
朋友遥

“渔妹”小仙的幸福时光
本报记者 蒋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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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的疫苗风波袁 闹
得人心惶惶遥 随着国务院调查
组 8月 6日公布吉林长春长生
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
案件调查的进展情况后遥 8月
7日袁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尧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
叶接种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
苗续种补种方案曳遥 政风热线
直播节目中袁 区卫计局相关负
责人对疫苗续种补种事项做了
详细解答遥

区卫计局副局长林小俊
答院 如何知道是否长春长生
公司的疫苗袁 有两个方法判
断袁 第一个可以查看自己接
种疫苗的登记档案袁 因为疫
苗上面都有门诊记录袁 上面
都会写的很清楚袁 什么疫情尧
什么疫苗的袁 第二个方法就
是如果有疑问可以到原来接

种点进行咨询袁 我们都有登
记的遥 一旦确定自己之前接
种了长春长生公司的狂犬病
疫苗袁 市民需根据方案续种
或者补种疫苗遥 如果接种过
长春长生公司的狂犬病疫苗袁
但还没有完成全部接种的程
序袁 我们已经提供了免费的广
州诺诚公司的合格的疫苗袁 完
成了全程免疫接种的疫苗袁 建
议不需要补种袁 如果有补种意
愿的袁 可以到接种单位进行咨
询袁 按照尊重科学袁 知情公
开袁 自愿免费的原则袁 免费
接种其他公司的合格的疫苗遥
狂犬病最初症状是发热袁 伤
口部位常有疼痛或有异常 袁
或原因不明的颤痛尧 刺痛或
灼痛感袁 并伴有一定的潜伏
期袁 所以患者需要定期查看袁
以防病毒感染遥

有市民咨询目前天气炎
热袁 肠道传染病进入了一个高
发期袁 大家应该如何预防肠道
疾病的发生呢钥

区卫计局副局长林小俊
答院 肠道传染病是一组经消化
道传播的疾病遥 常见的夏季肠
道传染病主要有伤寒尧 副伤
寒尧 细菌性痢疾尧 霍乱尧 甲型
肝炎等袁 往往可以引起腹痛尧
腹泻尧 恶心尧 呕吐及发热等症
状遥 提醒公众注意院 淤养成
野喝开水尧 吃熟食尧 勤洗手冶
的良好卫生习惯袁 于尽量不要
到卫生条件差的街头摊点就
餐袁 在外尽量少吃凉拌菜和肉
类烧烤食物曰 盂注意家庭饮食
卫生袁 食物制作要加热 3分钟
以上遥 榆加工凉拌菜时袁 加工
者要把双手清洗干净袁 一定要
用专用的熟食案板和刀具袁 不
要和生肉刀具和案板混用袁 将
生菜在加工前用开水过一下袁
盛放凉拌菜和色拉的容器要专
用遥 虞蔬菜水果要先用清水浸
泡袁 然后使用清洁水冲洗三遍
以上袁 葡萄尧 草莓等水果需要

在清水中适当加一点盐浸泡几
分钟袁 用清水冲净袁 在冲洗的
过程中袁 在表面用手轻轻地洗
刷一下遥 愚旅游者要注意个人
卫生袁 尽量避免在疫区当地进
食生冷食品袁 尤其生食蔬菜袁
避免接触牛尧 羊尧 鹿等动物遥
如发生腹泻及时就诊遥 舆搞好
野三管一灭冶 (管水尧 管粪尧
管饮食袁 消灭苍蝇)袁 保持良
好的环境卫生和饮食卫生遥 余
身体出现不适及可疑症状要注
意隔离袁 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
的肠道门诊就医袁 做到早发
现尧 早治疗尧 早诊断遥

吴女士咨询孩子得了手足
口病应该怎么办钥

区卫计局副局长林小俊
答院 一旦发现孩子有发热尧 手
部尧 足部出现丘疹等疑似手足

口病症状时袁 一要及时带孩子
到正规医院 渊金坛定点诊治医
院为人民医院冤 就诊治疗遥 症
状较轻的患儿可以经医生诊治
后在家隔离尧 休息袁 尽量不要
出门袁 以免接触引起其他孩子
感染曰 症状较重 渊如高热尧 抽
搐尧 手脚发凉尧 头痛尧 呕吐等
现象冤 的患儿应住院治疗袁 以
免延误病情遥 二要采取隔离治
疗的措施袁 隔离期限为自症状
被发现起至症状消失后 7 天袁
此期间内请不要带患儿外出遥
三要对患儿用过的毛巾尧 水
杯尧 玩具等物品要经常用 84
液等含氯消毒剂消毒袁 孩子的
衣服尧 被褥也要经常清洗尧 暴
晒遥 四要家长和孩子都注意个
人卫生与居家卫生院 勤洗手尧
勤换衣尧 勤开窗尧 勤通风袁 不
喝生水袁 不吃生冷食物遥

本报讯 8 月 13 日袁 记者在金城镇南瑶村
看到袁 连心河整治工程现场雾炮机连续作业袁 并
采取覆盖防尘网尧 工地洒水等措施袁 整个工地空
气清新遥 连心河整治主体工程基本完工袁 并具备
排涝条件遥

南瑶村地处丹金溧漕河西侧袁区域面积 5000
多亩袁 每逢特大洪水周边百姓苦不堪言遥 2015尧
2016年特大暴雨袁给南瑶村及周边工农业生产带
来一定的影响遥去年来袁我区以新孟河延伸拓浚工
程实施为契机袁将南瑶村连心河整治作为重点袁通
过河道驳岸尧泵站建设等袁不断提高区域防洪保安
水平遥连心河河道整治工程袁作为金城镇十大民生
工程之一袁河道清淤 2500米袁两岸建设 5000米袁
泵闸 1座袁安装潜水轴流泵 2台袁总流量 6 立米/
秒遥目前袁工程进度已达 70%袁并具备了排涝能力遥

2018年袁金城镇水利建设总投入 1.466亿元袁
重点实施新孟河延伸拓浚渊金城镇冤及综合配套工
程尧 小农水重点县工程尧 庄城河圩堤综合整治工
程尧丹金漕河和通济河护堤地建设工程遥工程实施
后袁可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袁提高防洪保安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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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野过去我们对于
种粮应获补贴尧 村级财务尧惠
农政策等情况不是很清楚袁现
在通过一个手机 APP袁 这些情
况都可以及时掌握了袁真是太
方便了遥 冶日前袁通过指前镇野e
阳光村务监管冶平台袁该镇王
母观村种粮大户吴根来及时
知道了今年种粮补贴款等情
况袁他开心不已遥

今年袁 为切实加强农村集
体野三资冶管理工作袁打造阳光
村务野直通车冶袁指前镇实施野e
阳光村务监管冶平台建设,全面
加强考核监督袁 把这一项工作
纳入村勤廉指数测评和农业农
村重点工作考核内容袁 确保信
息及时更新尧实时推送尧准确无
误袁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遥

野e阳光村务监管冶 建成

后袁指前镇 12个村 1.8万多户
农户只要通过个人账户的用
户名和密码袁用手机登录野e阳
光村务监管平台冶袁就可以通过
平台查询自己家庭的基本信
息尧承包地信息尧各项补助资金
情况袁包括种粮补贴尧合作社分
红尧社保补贴等遥 同时袁村里的
收支决算尧村级资产尧债权债务
等袁 也能随时看到遥 有效解决
村务尧财务公开袁实时接受村民
监督袁确保农村野微权力冶真正
在阳光下运行遥 与此同时袁野e
阳光村务监管冶平台设立野一键
举报冶功能袁对发现的村级野三
资冶 管理中的问题进行举报遥
有效防控基层的廉政风险袁真
正实现农村集体野三资冶监管的
公开透明遥

周卫霞 吴汪俊

指前镇野e阳光冶打造
阳光村务野直通车冶

姚小仙夫妇收获小龙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