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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长抓茶，短抓艾，香菇龙虾致富快，惠民举措全覆盖——

“产业套餐”绿了山川富万家

特色是什么？特色是优势，特色是能

量，特色是希望。

脱贫攻坚的本质是什么？是贫困群

众追求幸福美好的高质量的生活。脱贫

攻坚，必须“脱”去劣势，“攻”出优势。做

到这一点，必须找准特色，唱好“特色戏”，

让好日子长长久久，红红火火！

对于老区、山区、深度贫困区域的贫

困群众来说，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尽

管贫穷如影随形，他们却依旧无比热爱这

方热土。有鉴于此，立足实际，运筹帷幄，

凸 显 特 色 ，壮 大 优 势 ，描 绘 出“ 绿 ”“ 富 ”

“美”“好”的山水画卷，将有着不凡而长远

的意义。

昔日的荒山秃岭，如今已层峦叠翠；

曾经的薄田贫地，如今正日益肥沃。目光

聚焦绿色田园，不仅是当务之急，更是小

康之计。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也是脱贫的主

要依托。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必须坚持

市场导向，遵循市场和产业发展规律，合

理 确 定 特 色 产 业 的 发 展 方 向 、重 点 和 规

模，提高特色产业助推脱贫的持续性和有

效性。”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如是说。

近年来，桐柏县围绕产业扶贫这一实

现贫困群众稳定增收的根本之策，创新提

出了“长抓茶，短抓艾，香菇龙虾致富快，

产业扶贫全覆盖”的工作思路，着力发展

茶、艾、菌、虾、中药材等特色种植、养殖

业，积极引导发展乡村旅游业，壮大特色

产业集群，并采取分层次就业模式，把特

色产业扶贫与就业扶贫有机结合起来，真

正把贫困群众嵌入产业增值链条持续收

益，使贫困群众稳定增收、持续致富，实现

了由注重脱贫速度向注重提升脱贫质量

的转变。目前，桐柏县茶叶、艾草、食用

菌、小龙虾等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基地初

具规模，贫困农民来自特色种植、养殖基

地的收入逐年大幅增加，脱贫创富“造血”

能力显著增强，贫困群众的获得感、自豪

感、幸福感持续增进。

采访手记：

唱好“特色戏”
念活“致富经”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人勤春来早，春色美如画。
在桐柏的山山岭岭、村村寨寨，虾田、艾草地里，村民们

正在深耕细作、施农家肥；茶园里，茶农们正在观察茶苗、
开始采摘；大棚内，菇农们采摘香菇、蘑菇；村头就业基地的
车间内，务工人员在忙着加工艾产品……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于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攻坚克
难、众志成城，一以贯之、常抓不懈！”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说。

围绕茶、艾、虾及食用菌产业，桐柏县以脚踏实地、务实
重干的工作作风，取得了脱贫攻坚的阶段性成果，获得了上
级的认可和群众的赞誉。

在茶产业发展上，全县目前已建成千亩以上规模的茶
产业扶贫示范基地5处，百亩以上规模34处，全县茶园总面
积达11万余亩。

在艾草产业发展上，目前，全县种植艾草总面积5万余
亩，8000余户从事艾草产业，涉及全县 16个乡镇（园区），
168个村，贫困村48个，惠及贫困户3660余户,这些贫困户
种植艾草面积已达11000余亩。

在小龙虾产业发展上，全县发展“虾稻共作”面积5.3万
亩，2075 户贫困户发展虾田面积 1.6 万亩。预计到 2020
年，全县小龙虾养殖面积将达 10万亩以上，综合产值达 10

亿元以上，带动5000户以上脱贫户实现持续增收致富。
在食用菌产业发展上，县财政拿出统筹资金进行重点扶

持，对种植袋料香菇规模10万袋以上的大户，在资金、用地
上给予重点扶持，成立科技特派员服务队，采取“统分”结合
的模式刺激农户和企业扩大种植规模，实现由单品种向多品
种方向转变，由散户种植向工厂化生产转变，实现木腐菌、草
腐菌全面发展。2018年，桐柏县食用菌种植规模达到2000
万袋，产值达到了2亿元以上。全县集中连片的食用菌基地
规模达到了800万袋以上，助推了贫困农民脱贫增收。为增
强全县食用菌产业发展后劲，桐柏县储备食用菌产业脱贫攻
坚项目包括香菇基地扩建、香菇市场建设、食用菌深加工、到
户增收等方面共17个，项目总投资8373万元。

万紫千红风光好，激情满怀斗志昂！2019年刚开春，
桐柏县干部群众就围绕产业扶贫等重点工作，铆足劲头、扑
下身子，吹响了退出贫困县的冲锋号。

“扶贫扶长远，长远看产业。产业是基础，亦是根本，脱
贫攻坚，必须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根本出路。”莫中厚
说。从生态农业到农村电商，从特色种养到就业基地，从第
一产业到三产并举，从产业脱贫到乡村旅游，桐柏县各地的
产业扶贫百舸争流，唤醒了各乡村发展特色产业的主动性，
为脱贫攻坚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实现了从“输血”到“造
血”的转变。

□本报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借问陆君何处去？品茗只向太白峰。”茶神陆
羽曾在桐柏山流连忘返，品茗休闲。

春绿淮源，茶乡茶香。早春时节，桐柏的茶农
们就开始忙活起来了。

“郑理事长无偿提供优质茶苗，指导我种下3亩
茶园，如今茶园收益加上在合作社务工收入，我每
年能挣 2万多元，实现了脱贫致富。”谈及桐柏黑明
寺茶叶合作社理事长郑保勉的帮助，曾因残致贫的
程湾镇石头庄村村民郑永军感动不已。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我喜欢种茶，把它当做
事业！”郑保勉所承包的千余亩茶园效益越来越好，
在桐柏县城、南阳及郑州市开起了多家品牌形象
店。在成立合作社的基础上，他又成立了桐柏嘉木
茶叶有限公司，注册了“豫源”茶叶商标，并成功通
过了有机产品认证，茶产业越做越大。在石头庄
村，40余户村民跟着郑保勉走上种茶致富路，全村
已发展起有机茶园 8000亩,年产干茶 5万余斤,实
现户均年增收近万元。

这两年，像郑保勉一样，桐柏县许多贫困群众
对种植茶叶产生了浓厚兴趣。茶产业是桐柏县的
传统特色优势产业，产业基础好，种植技术成熟，生
产加工和产品销售都有保障。

在脱贫攻坚的大潮中,桐柏县提出了全面推进
“中原茶乡”建设的一系列目标,将建设“中原茶乡”
和茶产业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相结合出台了茶产业
扶贫政策，县财政整合涉农资金 2000余万元，用于
扶持茶产业精准扶贫基地建设。

以茶产业扶贫示范基地为依托，创新探索出了
3种茶产业精准扶贫模式，模式一：贫困户自主建设
茶园基地。对新发展 5亩以下茶园的贫困户，由所
在乡镇免费提供茶树良种。模式二：土地流转合
作+务工。贫困户每流转 1亩土地，每年可得租金
500～1000元。同时，贫困户还能到茶产业基地采
茶，参与茶园管理等，仅此每户贫困户年可增收4000
元以上。模式三：委托经营分红+务工。贫困户可将
申请到的小额贷款资金和到户增收资金交由企业托
管，并与企业签订托管协议，年底按出资份额取得保
底收益。在此基础上，贫困户还可选择到茶叶基地
务工或与企业合作种植，多形式增加收入。

目前，全县 14个乡镇的 87个村(其中种茶贫困
村 36个)融入茶产业发展，茶树真正变成了贫困群
众的“摇钱树”。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去年‘虾稻共作’30亩，毛收入 12万元，去掉
各种成本，净赚9万元。今年又与其他村民合作，投
资 20万元，承包 140亩水田，还采取‘虾稻共作’模
式。”3月8日，正在为养殖小龙虾联系种苗的月河镇
沈庄村脱贫户吴恩伟告诉记者。

“在水田里除了养虾，有机稻也大有可为。加
入了玉皇龙虾合作社后，连同优质稻种都是统一供
应，我们合作社员种出的稻子注册了‘清淮浸月’品
牌，进行了有机认证，大米网上售价 9元一斤，比普
通稻米售价高很多。”谈起“虾稻共作”致富经验，吴
恩伟打开了“话匣子”。

“小龙虾，大文章！”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告诉记
者，桐柏县位于千里淮河的源头，境内河流众多，库
塘堰坝星罗棋布，沟渠纵横交织，生态环境优良，素
有“鱼米之乡”之美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小龙
虾繁育、生长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近年来，桐柏
县委、县政府立足自然优势，通过大力推广“虾稻共
作”发展模式，促进了当地贫困农民脱贫致富。

“以前，每年水稻收割后，水田长时间闲置，土
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很低。‘虾稻共作’模式，有效
破解了农民种田难增收的难题。”桐柏县龙虾产业
办副主任岳金树说。

发展小龙虾产业，离不开政府引导和服务。桐
柏县出台了《关于加快小龙虾产业发展助力脱贫的
意见》，根据虾田面积，对养殖户分别给予每亩 200
元到1000元不等的补贴，对连片面积达500亩以上
的虾田，优先配套农田水利、道路、电力等基础设
施。着力育强龙虾产业“龙头”，已建成 1000亩以
上标准化基地 3个。积极培养“小龙虾养殖能手”，
去年全县开展龙虾养殖技术培训班58期，培训小龙
虾养殖户10000余人次，其中贫困户4000余人次。

在小龙虾产业发展过程中，桐柏县坚持以“市
场+”拓宽流通渠道，建设规模交易市场。以“品牌+”
培育知名商标，注册了“淮河源”小龙虾品牌及“清淮浸
月”稻米品牌，积极申请有机产品认证；建成了“淮河
源”小龙虾水产市场，由协会直接对接郑州、武汉等龙
虾销售市场；以“电商+”创新经营模式，与河南省万邦
物流集团等电商平台合作，让小龙虾搭上了电商快车。

“去年，全县发展‘虾稻共作’面积 5.3 万亩，
2075户贫困户发展虾田面积 1.6万亩；‘稻虾共作’
模式平均亩产稻谷450-600公斤，同时收获小龙虾
75～150 公斤，亩均纯利较单一种植水稻增加了
1800～5000元。预计到 2020年，全县小龙虾养殖
面积将达 10万亩以上，带动 5000户以上脱贫户实
现持续增收致富。”桐柏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小
龙虾产业领导小组副组长丁严冰告诉记者。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一种常见的“野草”，“摇身一变”成为脱贫致富的
“金草”，这在桐柏山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种极
为常见、漫山遍野的野草名叫艾草。

“全国艾草看宛艾，宛艾最好数桐柏。”毛集镇熊寨
村贫困户殷哲华，说起艾草头头是道。殷哲华不仅种植
艾草，还利用闲暇时间到附近的艾草加工厂打工，可以
说是正发着“艾”财建小康。“我种了 4亩地艾草，每亩能
收入 2000多元。在就业基地包装艾柱，每月也能挣两
3000元，俺已经很满足了。”殷哲华说，丈夫早就不在了，
家里有两个孩子，前几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去建筑工
地干重活是经常的事。自从家门口建起了艾草精准扶
贫就业基地，殷哲华就不再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加工艾
条、包装成箱，活儿轻松了不少，一个月下来并不少挣
钱。如今，在桐柏县，像殷哲华一样，越来越多的贫困户
在艾产业就业基地找到了致富门路。

桐柏县位于千里淮河源头和桐柏山腹地，发展艾产
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长期以来，桐
柏艾草以其品质优、产量大的特点享誉业界。”中国艾灸
养生协会主席马文晓说。为加快脱贫致富步伐，2017年
以来，桐柏县主要领导多次带队赴外地考察、学习，并深
入各个乡镇实地调研摸底，对全县种艾大户、艾草收购点、
贫困户、艾产业界的代表进行走访、座谈交流。经过深入
调研、充分酝酿、反复论证，制定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艾
产业实施产业扶贫的意见》，设立了艾产业发展基金，县财
政每年拿出4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集中连片基地建设的
补助、艾草品牌的宣传推介、野生艾草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重点项目的科研攻关、技术标准制定和推广培训等，为全
县艾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和保障。

在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村、组，该县采取“政府+贫
困户”的模式，把分散的贫困户联合成片，由乡镇统一规
划、统一种植、统一管理，贫困户按每户 3亩的标准无偿
受益。同时，返聘贫困户在艾草就业基地务工，乡镇支
付劳务费。对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由所在乡镇免费提
供艾草种植、管理、收割并送到家等“一条龙”式的服务，
带动贫困户增效创收。

截至目前，全县种植艾草总面积 5万余亩，8000余
户从事艾草产业，涉及全县 16个乡镇（园区），168个村
（其中种植艾草的贫困村48个），惠及贫困户3660余户,
这些贫困户种植艾草面积已达11000余亩。如今，在桐
柏山区，艾草已真正成为“致富草”，艾叶成了“黄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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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乡”育壮“摇钱树”

“龙虾田”喜迎“双丰收”

产业扶贫花竞艳 淮河源头气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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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畔的桐柏茶场一角

月河镇沈庄村贫困户养殖的小龙虾喜获丰收

桐柏朱庄国芝香菇种植合作社社员正在料理香菇

桐淮食品公司员工正在分拣出口日韩的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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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草变身“黄金叶”

制茶专家向茶农传授炒茶技术 小龙虾虾苗供需见面会暨小龙虾产业融合发展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