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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Ⅰ·03大河财富中国论坛

县域“产业头雁”
共赴“小康之约”
百余名现代农民代表亮相大河财富论坛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沛

光山的油茶、温县的山药、原阳的大米、滑县的小麦，一个个特色地
域产业方阵，带着老家的味道，从河南省各地相聚郑州，共赴与大河财
富中国论坛的“小康之约”。昨日，两场先行论坛开启了第十五届大河
财富中国论坛。今日，河南11个县域百余名现代农民代表将亮相财富
论坛，他们将与学界精英一起，探讨“后小康”时代的下一站。

据介绍，本次论坛中将通过“张培刚先生《农业与工业化》出版70
周年学术分享会专场”“大农河南、老家味道”县域特产展示、现代农民
圆桌·深耕希望田野等多个亮点环节，搭建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效平台、
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

百余名现代农民“头雁”
共赴“小康之约”

汽车牌号限号，王飞与妻
子将车停在高速路口，抱着两
大箱自家产的水果，匆匆赶往
大河财富中国论坛现场。“能
有这么一个交流与学习的机
会，很难得，也很珍惜。”王飞
笑着告诉记者。

王飞是夏邑县王飞家庭
农场创始人，今年国庆阅兵
中，王飞作为河南省唯一一名
新型职业农民代表登上10号
彩车，参加群众游行。对王飞
来说，这份殊荣背后更是一份
责任。“现代农业是个大课题，
我只是探索出了一些经验，如
何精准把握现代农业发展的
方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关
键之年，大河财富中国论坛首
次聚焦现代农民这一特殊而
具重要意义的群体，让这些县
域产业“头雁”，有了交流与发
声的平台。“除了绘在油画上
的伏牛山风景，我们还想带产
自深山的矿泉水和手工酱。”
昨日，嵩县三合村手绘小镇创
始人冯亚珂带着家乡特产，从
嵩县驱车400公里“赴约”第
十五届大河财富中国论坛。

对于这个深处伏牛山腹
地的山村来说，资源曾是制约
他们发展的天花板。返乡创
业的冯亚珂、崔燕燕夫妇从生
态旅游中切出了“写生市场”
这块小而美的蛋糕，在写生产
业链上做文章，让此前阻碍发
展的绿水青山摇身变为村民
眼中的“金山银山”。

河南蓝天茶油公司带来
了光山油茶，“山药村长”带来
了温县铁棍山药，原阳县4家
合作社带来了多达6个品类的
原阳大米，修武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杨法谊不仅带来了云台冰
菊等特产，还带来了如何挖掘

“农业美学”的经验分享……
据介绍，鲁山、夏邑、光

山、滑县、兰考、鄢陵、温县、修
武、原阳、嵩县、新郑11个县
域百余名现代农民于昨日抵
达论坛现场，他们带着家乡特
产来到这个中部财经高峰论
坛，在今日的现代农民圆桌
中，共同探讨安抵“后小康”的

下一站。

渴获答案
乡村“沉睡的资源”咋唤醒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现
代农民代表都表达了唤醒乡
村“沉睡的资源”的渴望。

原阳县娄彩店村党支部
书记娄彦杰表示，此前村里村
民除了外出打工，就只能靠传
统作物种植为生，生活十分困
难。“但原阳作为郑州的后花
园，该如何利用稻田田园综合
体，走出一条新的致富路？”

被大河报跟踪三年报道的
兰考县闫春光，也再一次带着
他饱含致富气息的“春光香油”
和土鸡蛋来到大河财富中国论
坛。2017年，河南公布兰考实
现脱贫，大河报连续三年跟拍兰
考县张庄村闫春光脱贫故事，
以昔日贫困户张景枝老人孙子
闫春光的通过养殖业和创办春
光香油坊的脱贫故事为主线，
将一个人、一个村、一个省的脱
贫故事浓缩在历史的光影中。

“我的香油在当地打出了
名气，如何利用电商平台，让
更多的消费者了解我的春光
香油？”闫春光希望在交流中
得到答案，获得更多“农产品
上行”的机遇。

“乡村振兴，在于产业振
兴，在于让产业走出去。”河南
蓝天茶油有限公司（下简称蓝
天油茶）祝群辉接受采访时表
示。扎根于光山油茶产业的
蓝天油茶，利用荒山种植油茶
树，不仅让荒山重新利用起
来，还趟出了一条高端的食用
油加工产业，成为当地的农业
龙头。“茶油是个好东西，但是
要告诉消费者，走到消费者的
餐桌上。”祝群辉希望通过大
河财富中国论坛的“高端朋友
圈”，推广茶油的健康理念。

前来大河财富中国论坛
的这些“头雁”，带着各自的问
题，也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他
们不但懂技术、懂种植，还懂
市场，懂营销，懂品牌。在他
们眼里，铁棍山药、大枣不再
是土特产，他们是枣夹核桃、
山药饼干、山药挂面，更是迎
合健康风口的健康食品；在他
们手中，焦桐制作的乐器奏响

富民曲，破旧的土坯房打造成
新民宿，将绿水青山绘制成小
康画卷。

多方赋能
增加“小康之约”含金量

本论坛中，光山县、修武
县、夏邑县、兰考县、鲁山县领
导带着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县
域特色产品，共同亮相大河财
富中国论坛。他们热切希望
通过大河财富中国论坛这个
链接了中原头部实体企业、金
融界与上市公司的平台上，向
即将参会的上千名嘉宾推荐
县域的特色产业。

针对各县需求，大河财富
中国论坛在会议现场举行了

“大农河南、老家味道”县域特
产展示，各类优质产品将在此
受到参会嘉宾的品鉴。

本次论坛，推进农村工业
化的学界精英也将聚首“张培
刚先生《农业与工业化》出版
70周年学术分享会专场”，通
过“70载：农业与工业化新临
界”“全面小康后的农业与工
业化”等核心议题，探讨现代
农业发展新路径。

学界精英与一线农民，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让本次论坛
的思想盛会完成从理论到实
践、从研究者到践行者的维度
思考与角色闭环。

针对农村电商蓬勃发展的
趋势，组委会还邀请拼多多、京
东、苏宁等国内知名电商平台
负责人，为县域“头雁”讲解“农
产品上行”的关键要素，力求实
现新一轮的电商增长。同时，
论坛组委会还将与实业领袖、
金融机构负责人一道，在互联
网平台、技术、融资和市场等
方面，为全省各地农业产业提
供更多支持和助力，使得本届
论坛真正成为支持新型农民、
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效平台。

“走过 14年征程的大河
财富中国论坛，在河南打造的
不仅是一场场具备高度影响
力的财富盛会和相互交融的
商业思想高地，我们也将以更
务实的办会理念，为河南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贡献
主流媒体应尽的社会责任。”
论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第十五届大河财富中
国论坛，昨日大幕拉开。
本届论坛首次聚焦一个群
体：现代农民。

昨日下午2点，一位兰
考农民，带着他的品牌小
磨油、芝麻盐和鸡蛋等产
品，驾车抵达会场驻地，郑
州市郑东新区大河锦悦酒
店。他叫闫春光，从《春光
的春光》到《从张庄奔康
庄》，再到《第五个春天》，
大河报已连续三年追访，
见证、记录了他和村民的
脱贫创富之路。这一次，
他成为了本届大河财富中
国论坛的特邀嘉宾。

32岁的闫春光，上身
浅蓝色的毛衫、脚下锃亮
的皮鞋，显然是经过悉心
的搭配。昨晚8点，在酒店
房间，平日话不多的闫春
光和记者唠起了家常。“这
是我头一回参加这样的财
经论坛。我的事业才刚刚
起步，想通过这个大平台，
和全省的现代农民交流致
富经验，向成功的企业家
学习经营理念，带领全村
人一起富裕。”

闫春光是兰考县东坝
头乡张庄村的养鸡专业
户。2013年，受到疫情影
响，他赔了几万元，家里上
有老下有小，日子困顿起
来，成了村里的贫困户。

这种状况很快就有了
转机。

2014年3月17日，习
近平总书记到兰考视察
时，对闫春光一家的探望
和鼓励，成了他们脱贫致
富的转折点。

“从那个时候，我就下

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
子来。”闫春光说，当年，驻
村工作队帮忙协调了10万
元贴息贷款，将养鸡场规
模从3000只扩大到10000
只。不仅在2015年底脱了
贫，还成了附近小有名气
的养殖户。“今年赶上了好
年景，鸡蛋价格高，1万只
蛋鸡预计今年能收入30多
万。”

2018年以来，“春光油
坊”又成了他的新产业，他
的春光小磨香油、芝麻盐、
芝麻酱已走红网络。他预
计，仅小磨香油、花生油、
红薯粉条这几样农副产
品，今年就能为家里增收
十几万元。“春节前，你们
报业集团的领导还鼓励我
开网店。今年3月份我的

‘春光农副产品店’就已经
开起来了，这又增加了一
个新销路。”

脱贫致富的闫春光，
又有了新想法。昨晚，闫
春光又向记者透露，村里
有200亩法桐苗圃，他正在
向村里协商，准备围起来
搞生态养殖，先小规模试
验，鸡、鸭、鹅先各养三四
千只。“法桐树苗下养殖，
可以省去除草的费用，粪
便又能作树的肥料，生态
禽蛋又能卖上好价钱一举
多得。”

“现在，养鸡场和油坊
已经帮助了 6 名村邻就
业。希望能在大河财富论
坛学点经验，带领更多村
民一起致富。”在房间的灯
光下，闫春光脸上洋溢着
灿烂的笑容。

大河财富论坛见春光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李震 陈骏 文 朱哲 摄影

夏邑县王飞家庭农场创始人王飞：
如何精准把握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

原阳县娄彩店村党支部书记娄彦杰：
如何利用稻田田园综合体，走出一条
新的致富路？

蓝天油茶祝群辉：
希望通过大河财富论
坛的“高端朋友圈”，推
广茶油的健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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