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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合作社的基地在延津县潭龙街道寨子
村，现在春玉米已经开始收了，夏玉米中秋节开
始收，适当晚收几天，每亩就能增产百十斤。技
术人员经常来讲课，这些基本知识，村民大多都
知道。

我们合作社在延津县托管 3万多亩土地，有
1900多户群众跟着合作社种地，选择品种科学
合理，田间管理细致及时，小麦、玉米高产稳产，
今年粮食销售价格也不错，俺们农民种粮的劲头
更高了。

延津县是强筋优质小麦的适宜生长区，我们
合作社去年冬季种了 8000多亩优质强筋小麦，
另有种子繁育基地 6000多亩，其余种的是普通
小麦。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但对春季田间
管理影响不大，今年小麦生产再获丰收，其中优
质强筋小麦亩产 1400 斤左右。小麦价格也不
错，强筋麦比普通小麦售价每斤要高 0.1 元左
右。合作社收购的 1.3万吨小麦，作为商品粮都
已销售完毕，仓库里有 1000多吨种子粮正在加
工销售。

今年秋季，合作社种了1.2万亩玉米，其余种
的都是花生。受市场因素影响，加上前几年玉米
价格较低，这两年玉米种植面积减少，今年玉米
价格开始上涨。往年每斤玉米0.85元左右，近日
每斤超过了 1元。从目前情况看，我们的玉米有
望继续丰收，亩产可以达1500斤。

国家政策好，种粮能领到各种补贴，加上粮

食 价 格
好，收入增
加不少，咱农
民 种 粮 更 积
极 。 寨 子 村 村
民邱连安家有 16
亩地，前些年，咋种
地也没人指导，自从
加入了合作社，该打
什么药、该施什么肥，
都有人提醒，农药化肥
都给送到家，这几年他跟
着合作社种地，省心多了，
收入持续增加。

如何种出好粮食，增加
农民收入，合作社在持续探
索。我们正在努力争取认定一
批绿色生产基地，力争让小麦品
质更好，高油酸花生纯度更高。
高油酸花生种植管理不到位，其
产品纯度还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合
作社要在这方面寻求突破。

收完玉米，就要种小麦了。往
年，由于秸秆还田造成土壤不实，导
致麦苗出现泛黄现象。今年，合作社
决定采取办法加快秸秆腐烂速度，这
个问题一解决，小麦产量肯定还能提
高。③8（本报记者 高长岭 整理）

听他们说说心里话丰收节

9月 17日一大早，我又来到总书记曾经站过的那
棵油茶树前，不由得思绪万千。同样的绿水青山，同样
的果满枝头，同样的丰收在望，连天气都一样一样的，
天空中正飘着毛毛细雨。

去年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对我们利
用荒山推广油茶种植表示充分肯定，说“既促进了群

众就近就业，带动了群众脱贫致富，又改善了
生态环境，一举多得”，嘱托我们“要把

农民组织起来，面向市场，推
广‘公司+农户’模

式，建立利益
联动机制，

让 各 方
共 同

受益”。
2009年，在退耕还林政策的支持下，光山县开始

大力发展耐旱抗贫瘠的油茶产业，我是县里组织的 5
名外出考察学习的企业家之一。知晓种油茶的诸多好
处后，我便一头扎了进去。

从营养价值论，油茶不输人们熟知的橄榄油，被誉
为长寿油、月子油、宝宝油；从产业方面说，油茶不与农
争地、不与人争粮，既是生态林又是产业林，美了绿水
青山，富了一方百姓。

油茶是我认定要从事一生的产业，带动家乡父老
富起来是我回乡创业的初衷。自 2009年河南省联兴
油茶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十多年来，无论是家里人
反对、合伙人退出、干旱冻灾“添堵”，还是油茶产业发
展过程中经历的苦与累，都没有动摇过我的决心。

如今，公司基地规模达 3万亩，形成以油茶为主，

集茶叶、苗木花卉、养殖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按照“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精准帮
扶基地周边 390 户贫困户依托产业脱贫，常年带动
3000余名农民就近就业，年人均增收5000元。

老百姓对联兴公司的感激，给了我们极大的动
力。前两天，一位在基地干活的老太太碰到我，不住地
说谢谢：“不是你们，我这么大年纪上哪儿去挣钱？”还
有的老人说：“联兴真好啊，我这几年都有存折了，花钱
也有底气了。”

总书记对油茶产业的肯定，是对我们最大的鼓
舞。这一年，公司不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抢种油茶
2000亩，年加工3万吨油茶籽的司马光油茶智慧产业
园还提前 9个月投产，未来，我们有信心把茶籽“吃干
榨净”，实现产品多样化，效益最大化。

“路子找到了，就要大胆去做”。目前，山上的油茶
树全面进入丰产期，我们要沿着总书记指的路子大胆
去做，把油茶业做优做大，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农民增
收、生态良好。③9（本报记者 陈慧 整理）

说实话，没种之前，对三叶香、虫草参等特种
稀有蔬菜我也不认识，甚至没有听说过。现在，
我的主要客户是北京较为高档的酒店和相对高
端的农贸市场。这些新鲜蔬菜，上午在咱浚县的
大棚里采摘下来，第二天一早就能摆上北京市民
的餐桌。依靠种植特种稀有蔬菜，公司每年能赚
数百万元。

我今年 42岁了，是浚县浚州街道办事处西
大榆柳村人，2007年到北京种菜。当时我想，要
种就种特种稀有蔬菜，人无我有。流转土地，我
建了74个蔬菜大棚，专门种植三叶香等蔬菜，结
果在北京市场一炮打响，最火爆的时候，三叶香
能卖到一斤300元。

自己种菜富了，但老家的乡邻、亲友还都不
富裕，靠打工也挣不了几个钱。我当时想，要帮
助父老乡亲也从土地上挣钱，实现土生金。

2012年，我回到浚县，在家乡流转土地2000
亩，建设日光温室 300座、塑料大棚 200座，大规
模种植特种稀有蔬菜。

物以稀为贵。这些特种稀有蔬菜快速占
领高端市场。公司不仅为周边县市大型超市
配送产品，还与北京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签订

了长期供销合同。
我们的大棚内都安装了摄像监控

装置，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安全在线监
控。公司对蔬菜实行绿色生产，杂草都
是人工拔的。这些工人都是附近的农
民，每天的工资是 60 元左右。因为规模
大，公司平常用工上百人，忙的时候需要
200多人。

同时，公司采用“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模式发展蔬菜种植基地，与周边
350户蔬菜种植户签订产品回收协议，由合
作社统一供种、统一培训、统一产品认证、统
一回收销售等，既降低了自己的种植成本，
也带动了周边群众致富。

浚县屯子镇西榆柳村村民刘永田家里有
4亩地，以前只种小麦、玉米，年收入只有三
四千元，加入合作社后，他承包了 10亩地种
植特种稀有蔬菜，每亩地多挣1万多元。

我相信，随着消费升级，特种稀有蔬菜市
场前景广阔。下一步，让企业、农户拧成一股
绳，实现企业增效、农民增收，让更多的农民靠
土地实现致富。③4（本报记者 李运海 整理）

9月 19日下午3点多，我正准备去地里，村干部说
有人要来采访我，还是省报的记者。一进院子，这位
记者就盯上了我贴在堂屋门口的明白卡。“个、十、百、
千、万，去年收入15万多元！老乡你这账没算错吧，不

会是多写个零吧？”很显然，这个数字吓了他一
跳。“这咋敢算错，我去年光养猪就挣了十

来万元呢！”我笑着告诉他。
别看我这两年日子越过越好，

早些年可真是难啊！
2005年，我和妻子结束外出

务工生涯，利用学到的技术回老
家养猪。随着经验积累和持续
投入，我的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到2010年养猪超过30头。但就
在这一年，一场飞来横祸打破了
我家的致富梦想。

2010年秋天，我大儿子被一
辆货车撞倒，手术费就花了十来
万元。当时，为给孩子凑医疗
费，我忍痛把30多头尚未长成的

猪贱价处理了。
苦 日 子 一 直 挨 到 2016

年。这年秋天，南阳市纪委
扶贫工作队到了俺村，驻村
第一书记雷清松登门走访的

第一户就是我家。按照程序，雷书记把我家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给俺大儿子办理了残疾证、给小儿子申
请了教育补贴。他跟我掏心窝子说：“你家这情况，救
助并不能解决长远问题，关键还是得自己振作起来，
恢复‘造血’能力。”

“造血”从哪儿开始？在摸清我的实际情况后，雷
书记先不跟我提养猪这事，鼓励我家发展香菇种植。
种香菇一来门槛低，二来不愁卖，我就动了心。很快，
工作队给我协调了 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还帮我申请
到户增收资金、购置农业保险。2017年，我家种植香
菇1.3万袋，仅此一项净增收3万多元。

2018年，我又开始发展柴鸡养殖和西瓜种植，脱
贫信心大增。我主动找上了雷清松：“我想再养几头
猪试试，你看行不行？”“那咋不行？只要你有这意愿，
我们全力支持。”雷书记告诉我。随即，扶贫工作队组
织我和村里几个养殖户一起，到内乡县牧原公司参观
学习。回来之后，村里又给我协调1万元资金，用于修
建猪舍。2019年年初，我的养猪事业二度启航。管护
精心再加上市场形势大好，当年年底，我迎来了十几
年养猪生涯最丰盈的时刻，这才有了明白卡上那个

“惊人”的数字。
现在，我的猪圈里有 35头猪，到春节前基本上能

出栏。看目前的行情，今年还能卖个好价钱。我发
自内心感谢党的好政策，让咱农民年年都是丰收
年！③6（本报记者 归欣 整理）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为响应实现乡村振兴的
号召，同时源于对农业难以割舍的情怀，2015年我回到家乡正阳创办了品
味农业。

正阳花生被评为“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正阳县也被誉为
“中国花生之都”。作为以花生为主业的涉农企业，我们积极落实农业农
村部“一控两减三基本”、省委省政府“四优四化”要求，充分利用“正阳花
生”区域品牌优势，走出一条以品牌兴产业、以产业助脱贫的新路子。

我们通过整合资源，实现三产融合，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
应链，以“公司+合作社+基地+社员”的模式，带领社员融入现代农业。在
种植环节，我们成立了种植养殖合作社和农民教育学校，采取室内培训和
田间地头培训等形式对农民进行示范培训，帮助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转
变，目前，培训农民3000多人次。

我们的企业获得了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我本人也先后
获得 2018 年驻马店市优秀电商扶贫带头人、2019 年河南省新型

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今年我获得了河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今年 8月，河南日报农村版、河南省品牌促进会联合

主办的河南省农业品牌培优示范工程系列活动启动，品味
农业成为首批入选企业，这是荣誉也是责任。作为一名新
农人，我有信心、有责任，把品味农业做成享誉全国的农业
品牌，以花生为抓手和突破口，通过打造区域品牌，实现农

业提质增效。
今年降雨偏多，针对花生生长前期光照和积温不足等不利因素，

我们组织社员进行了积极补救措施，加强后期管理，利用秋后光照好
的天气条件，在不影响腾茬种麦的前提下，适当推迟花生收获期，获得

了亩产 400公斤以上的好收成。我们通过合作社按高于市场价
10%的价格收购花生，仅此一项，农户每亩可增收 300元左

右，社员增收总额达 180万元。每年公司除加工销售合作
社社员生产的 300万公斤花生外，还加工销售其他农

户约 200万公斤花生。通过加工销售增值，社员
每亩又可增收300元左右。

丰收节就要到了，我衷心希望越来越多的
新型农民走向农村的广阔天地，投身于乡村振
兴这项伟大事业，展现农民新风貌，开创农业新
气象。③5（本报记者 赵力文 整理）

迎小康庆丰收
又是一年收获季。九月的中原大地，五彩斑斓，瓜果飘香，遍地是丰收的景象，处处是喜悦的笑脸。

今天，是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丰收节——2020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复杂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今年的丰收尤为重要。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本报邀请五位丰收节的主角分享自己的故事。他们中有带动乡亲共谋发展的新农

民，有走在产业前沿的弄潮儿，有历尽坎坷摆脱困境的脱贫户……

听，他们有话要说。③5

种粮劲头步步高

找对路子大胆做

踏平坎坷庆丰盈

新型农民展新颜

特种蔬菜土生金

讲述人：新乡市联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彭良成

讲述人：鹤壁市明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瑞锋

讲述人：正阳县品味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建华

讲述人：光山县槐店乡司马光油茶园负责人 陈世法

讲述人：西峡县丹水镇三里庙村农民 贾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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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故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