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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通了脱贫“连心路” 雏鹰农牧
全产业链模式下的生猪福利养殖

今年2月12日，记者第一次走进葫芦嘴

村。从汤河乡政府出发，绕道栾川县叫河镇新

政村，爬过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经过一个垭

豁便到了葫芦嘴村的地界，这个大坡本没有名

字，但群众习惯称为“两界坡”，车辆里程表显

示，乡政府到两界坡公路距离为35公里。

站在垭豁处，一条蜿蜒的简易水泥路通往

有着46户居民的葫芦嘴居民组。由于不久前

的一场大雪，这里背阴处的积雪太厚，车子只

有停在一处空地上。该村村部设在回回沟组，

从葫芦嘴到回回沟，需要绕过三道沟，走上40

多分钟的路程。

据村干部介绍，葫芦嘴村有葫芦嘴、回回

沟、羊心沟、草沟四个村民组。仅听这些名

字，就能想象到群众的居住环境：山大沟深，

沟的形状像个葫芦，群众就生活在“葫芦”之

中；回回沟也很形象，18户88名村民被四周

的大山“回”字形包围着；羊心沟在羊角山下，

一小片类似羊心脏的空地上散居着15户48

名村民；草沟组也比较偏远，靠近中里坪水

库，但水库的建成让25户98名村民的出行问

题得到了解决。2015年2月，卢氏县交通运

输局克服重重困难，翻过海拔1240多米的高

山，修通了草沟到羊心沟的道路，但羊心沟与

回回沟之间却被海拔1700多米的高山阻隔，

一直靠一条狭窄的山间小道连接。村里有部

分村民养有骡马，驮运收入成了他们的主要

经济来源。

几十年来，葫芦嘴、回回沟两个组的村民

自力更生，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逐步修

通了葫芦嘴到叫河镇新政村的道路，生产生活

都与栾川县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没有可以直接

通往卢氏县城的道路，感觉没有归属感。

历时4个多月，克服重重困难，卢氏县汤河乡葫芦嘴村世世代代渴盼的跨越大山之路建成通车

□本报记者刘景华 实习生 李婉莹 通讯员 牛富江文/图

6 月 27 日，卢氏县
汤河乡葫芦嘴村的群众
像过年一样穿着一新，
在海拔 1720 米的高山
之巅举行简朴而热烈的
道路通车仪式。这条跨
越大山之路，群众称之
为“连心路”。

葫芦嘴村有四个
居民组，却被三座大山
阻隔，“交通基本靠走、
通信基本靠吼、治安基
本靠狗”是这里群众生
活的真实写照。群众
世世代代想路、盼路没
有路，出入村子要绕道
栾 川 县 叫 河 镇 新 政
村。因地处偏僻，交通
不便，没有女青年愿意
嫁入该村，全村招赘外
地男青年达22人，还有
27 人是光棍汉……多
年来，群众的梦想就是
有一条通往乡里的道
路，真正找到自己的归
属感。

如今，路修通了，骡
马运输队失业了，小孩
儿上学不愁了，孩子的
婚事成了，村民霍青军
准备回村办厂了……

6月22日，距离预定的6月底修通道路还

有8天，记者第7次来到葫芦嘴。施工现场依

然是一派忙碌的景象，大型铺路机正在浇筑剩

下420米路段。

村民介长军激动地说：“虽然修路占了我

不少林地，但这条路不仅方便了全体村民，更

给我家带来了好运。”介长军的儿子介建波今

年26岁，在外地打工，交往的几个女朋友看到

村里道路不通都吹了。5月9日，路基开通当

天，介建波又带回了一个女友，看到道路修到

了自家门口，门前还平出了一个大大的场地，

来自汝阳县的女孩特别高兴，当即同意定下婚

事，并初步定于8月中旬结婚。

65岁的村监委会主任畅学停告诉记者，

原来羊心沟到回回沟要翻越大山，就连亲戚走

动都嫌麻烦，慢慢地亲戚间也疏远了。如今，

路通了，不仅羊心沟的孩子们能到村小学上学

了，干部们带领群众致富的劲头也足了。

6月25日晚9时，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

的倒入和轧路机的轰鸣，羊心沟到回回沟的

道路宣告全线贯通。6月26日，葫芦嘴村的

群众又一次自发组织起来整理路肩，看着脚

下宽阔的公路，一个个脸上挂着喜悦。“这条

路修通，我们再也不用绕道外村了，再走出去

我们的腰杆也直了，真是要感谢党、感谢政

府。”“有路了，板栗、连翘、山萸肉等农产品也

能走出大山了，我们要铆足劲发展产业，让外

边的人看看我们葫芦嘴人也是能干事的。”群

众七嘴八舌地说着，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

葫芦嘴村的路通了，常年在外经营药材生

意的霍青军回来了，他要在自己的家乡办一个

连翘加工厂，让更多的群众通过种植连翘脱贫

致富；骡马运输队的几户能人也将骡马卖掉换

上运营车辆，准备把外地的树木末子拉回来发

展食用菌……

2月15日，大山里的积雪依然深厚，但卢

氏县公路局的测量人员便通过羊心沟爬上了

羊角山的顶峰。10多天的时间，他们深入山林

实地测量，为了群众出行安全，控制坡度比例，

先后6次修改施工方案。

3月7日，县公路局施工机械从羊心沟组

进入施工场地。听说开始修路了，群众高兴得

像过年一样，都从家里走出来围拢在挖掘机

旁，为了不损坏已铺水泥路面，羊心沟组组长

高长兴带领10余名群众到现场铺设废旧轮

胎，整理弯道处道路。

3月8日正式开始施工，村组干部和群众

积极到现场协助建设，为施工人员搭设帐

篷。整条路线所占林坡涉及10户群众，在无

任何赔偿的情况下，他们主动将影响施工的

杂木砍伐清理。贫困户赖敬理、五保户崔六

德等为不影响施工进度，自带干粮，早上进山

入夜下山，为路面开挖清除障碍；高长兴不顾

65岁高龄，坚持每天上山到施工现场，为施工

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村民裴世文在进

山清理杂木时看到施工人员用餐不便，主动

送去馒头等食物……

3月15日，大雪纷飞，记者三入葫芦嘴，见

到了正在忙着清理树木的村第一书记楚红

波。自项目开工以来，楚红波没回过一次家，

白天在山上协调工地上的各项事务，晚上宿居

在山下群众家里。为了不打扰群众，他自备炊

具、自带食物，有时在山上下不来，就靠随身携

带的方便面和矿泉水将就着。那段时间下大

雪，道路湿滑，车子开不上山，楚红波每天要爬

5公里的山路，但他始终精神饱满。“我心里着

急啊，这条路不单单打通的是有形的大山，更

是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彻底搬走群众心头那座

无形大山的希望。”楚红波感慨地说。

自5月12日开始铺设水泥路面以来，县公

路局克服种种困难，动用4辆中型货车昼夜运

送水泥，6辆货车负责运送石料，6辆三轮车将

搅拌好的混凝土砂石料一车车从山下拉往施

工现场。工程技术人员更是坚守在工地上，和

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县公路局的领导

和工人们顶严寒冒酷暑，机械设备坏了，新的

设备开上来继续干，他们昼夜奋战，真让我们

感动。葫芦嘴人忘不了支持帮助我们的所有

人！”村支书常东伟感慨地说。

路还没修好，但很多村民就迫不及待地把

修路的场面拍成图片发给外出的村民看。看

着公路一寸寸推进，村民们致富的梦想在一点

点地放大……

2015年5月，卢氏县环保局干部楚红波被

派驻到葫芦嘴村担任第一书记。他在翻山越

岭走访群众之后发现，通行道路是制约当地发

展的主要瓶颈，修通羊心沟到回回沟的道路是

重中之重。

村小学位于回回沟组，只有幼儿园和小学

一、二年级学生，由于道路阻隔，只有两个组的

孩子在这里学习。葫芦嘴到回回沟的道路修建

于1997年，经过两次洪灾之后，这条路受到不

同程度损毁，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骑摩托在路

上行驶，遇到大雪就只有步行了。杨长献家在

葫芦嘴组，每天早上6点，他就要起床为孩子准

备早餐，之后沿着山路绕过三道沟岔将孩子送

到学校，再返回家中就已经是8点多钟；中午，

孩子在学校就餐；下午4点又要到学校接孩子，

每天耗在路上的时间将近4个小时。

今年64岁的薛海有患有白内障，眼睛近乎

失明，但他要到栾川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由于

跨地区看病，并不能享受医保报销的优惠政策。

葫芦嘴村总面积12363亩，耕地面积仅有

363亩，而林坡面积则高达1.2万亩。早些年，

群众靠山吃山，家家户户利用丰富的林木资源

发展袋料香菇，生活也能自给自足，近年来国

家实施天然林禁伐，这下可难住了菇农，道路

阻隔，外边的原料拉不进来，财路也就断了。

近10年间，葫芦嘴、回回沟两个组招赘出去的

男青年就有22人，现在的64户252人中还有

27名光棍汉……

解决出行难的问题摆在了楚红波面前。

要想使贫困人口脱贫，要想使群众走向小康，

修通道路是关键。楚红波将群众的诉求进行

了反映，这份“情况反映”很快落到了卢氏县委

书记王清华的案头。

2月12日，一场大雪刚过，王清华绕道栾

川县叫河镇新政村来到了葫芦嘴村。“以人民

为中心就要解决民生问题，而葫芦嘴最大的民

生问题就是道路。脱贫攻坚路上不漏一户、不

落一人，即便困难再大，我们也要把这条群众

祖祖辈辈期盼的道路修好，让群众有更多的获

得感、幸福感，更重要的是让群众有归属感！”

在与村干部座谈时，王清华的话掷地有声。

无路难，修路更难。在崇山峻岭间开辟道

路需要很多资金，该村2009年实施整村推进，

退出贫困村序列，无法享受扶贫资金的优惠政

策，尤其路基处理的资金缺口更大。帮扶单位

县环保局局长杨乐毫不犹豫地答应支持道路建

设，尽管资金没有着落；汤河乡党委书记周靖峰

决定利用项目建设资金把道路修好；县公路管

理局主动请缨，承担艰巨的修路任务……就这

样，一个从未有过的历史性举动在这里定盘，一

个群众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即将变为现实。

“6月底前，我们将从羊心沟组乘车来到

回回沟组，从咱们卢氏境内来到葫芦嘴。”王清

华最后一锤定音。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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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修通 葫芦嘴人梦想成真44

纵观养殖行业形势而言，“动

物福利养殖”理念的提出为养殖

行业转型升级打开了一个新的思

路。对于把战略方向定位在食品

安全的企业来说，把握“动物福利

养殖”理念只是养殖企业发展福

利养殖的基础，而更为关键、更为

重要的是要建立以动物福利为核

心的养殖产业体系，形成一个闭

环产业链，这是大型养殖企业对

动物福利养殖最好的保障。

目前，养殖行业内一些前瞻

性企业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布局。

记者了解到，雏鹰农牧集团已发

展成为拥有粮食贸易、饲料生产、

良种繁育、生猪养殖、屠宰加工、

冷链物流、终端销售、线上业务等

完整产业链体系的现代化大型企

业集团。侯五群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雏鹰农牧集团高度认可

和重视“动物福利养殖”理念，并

积极在公司范围及行业内进行

“动物福利养殖”理念的推广，不

仅在养殖过程中植入福利养殖的

理念，也在运输、屠宰过程中都有

植入，并在细节上不断调整改善。

侯五群介绍，雏鹰农牧集团

在饲料环节，从东三省粮食基地

购进玉米、豆粕，自主加工成三门

峡雏鹰黑猪的专用饲料，同时补

给时令的青绿饲料，确保每头猪

营养更均衡。在运输环节，明确

规定加速、刹车次数，确保动物不

因急刹车、过度颠簸等受到极度

恐惧和惊吓。在屠宰环节，根据

猪的群居性，保证每批次三五头

猪一起进入二氧化碳致晕间等，

从每一个细节处让猪只更放松更

有安全感。

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CI-

WF）总裁菲利普·林勃利说，中国

提高农场动物福利、与国际畜牧标

准接轨不仅可以提高国民对食品

安全的信心，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对

外贸易，为中国养殖企业带来更多

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力。

据业内专家分析，全产业链

模式下实施福利养殖，对各个环

节的全程把控，在有效保障食品

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生产出更高

品质的产品。

侯五群表示，动物福利给雏

鹰农牧集团带来的是强大的竞争

力、新的发展机遇、新的发展模式

以及食品安全的保障，做好动物

福利养殖，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

保障模式，而雏鹰农牧集团选择

的是在打造全产业链的基础上发

展差异化，未来将继续把目光聚

焦到福利养殖。

□本报记者 张舒娜 通讯员 李华雯

6月28日，世界动物福利领域最负盛名的组织——世界

农场动物福利协会（CIWF）在英国伦敦举行了2017农场动物

福利奖全球颁奖仪式。应CIWF的盛情邀请，中国农业国际

合作促进会动物福利国际合作委员会（ICCAW）与中国获奖

企业出席了本次盛会。在颁奖仪式上，三门峡雏鹰农牧有限

公司等14家中国养猪企业荣获“2016福利养殖金猪奖”，向世

界展示中国生猪养殖企业福利养殖的风采。

据了解，世界农场动物福利

协会CIWF，是世界农场动物福

利协会 Compassion In World

Farming的缩写，是一个排名世

界前列的非政府组织（NGO），致

力于实现全球农业以及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CIWF始建于1967

年，总部设在英国，在法国、荷兰、

爱尔兰、南非、澳大利亚等国设有

办事处。CIWF与24个欧盟国

家的30个组织合作，共同从事农

场动物福利事业。

何为“农场动物福利”？是指

农场动物在饲养、运输、屠宰过程

中能够得到良好的照顾，避免遭

受不必要的惊吓、痛苦或伤害。

2014年，世界农场动物福利

协会（CIWF）将世界养猪业有着

巨大影响力的“金猪奖”评选活

动引入中国，首次在中国启动

“福利养殖金猪奖”评选。世界

农场动物福利协会（CIWF）总裁

菲利普·林勃利表示，给先进的

中国养殖企业颁发福利养殖金

猪奖，一方面是对其在动物福利

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另一

方面则是希望通过这些企业向

中国更多的企业传达动物福利

的概念，鼓励更多养殖企业重视

动物福利。

动物福利与食品安全息息相

关。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动

物福利国际合作委员会席春玲会

长指出，“动物福利其实是最好的

免疫。工业化养殖暴露出的诸多

动物福利问题，如饲养条件恶劣、

滥用抗生素、屠宰方式残忍等不

仅影响动物健康及其产品品质，

也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许多

负面影响。因此，若要实现养殖

业的可持续发展，改善动物福利

势在必行。”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始创于1988年，2010年9月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

市，被业界誉为“中国养猪第一

股”。雏鹰农牧集团是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国质量

诚信企业，并承载着中央储备肉

活畜储备基地的重任。雏鹰农牧

集团以让国人吃上安全肉为己

任，致力于开展以生猪养殖全产

业链为主导的战略布局，目前确

立了包括生猪养殖、粮食贸易、互

联网三大板块的核心战略。

2013年，雏鹰农牧集团副董

事长、首席质量官侯五群与世界

农场动物福利协会（CIWF）几番

接触后发现，雏鹰农牧集团旗下

40亿投资的三门峡雏鹰黑猪项

目，其设计理念有很多方面与

“农场动物福利”概念不谋而合：

如养殖专家为每一头黑猪制定

的“个性化作息表”，夏天晒太

阳，冬天进暖舍，渴了喝山泉水，

饿了吃优质大豆和玉米，“休闲

零食”是当季的苜蓿草、蛋白桑、

胡萝卜等。

雏鹰农牧集团早在2011年

就开始投建生态养殖项目。项目

选择在天鹅之城三门峡投建，每

40亩左右土地规划为一个养殖单

元，每个养殖单元内饲喂200头

左右的三门峡雏鹰黑猪，确保猪

只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可以尽情

释放自由的天性。同时在每个养

殖单元里还划分有青绿饲料种植

区，为猪只提供日常所需各种微

量元素，确保猪只营养更均衡。

2014年至今，雏鹰农牧集团

连续三届荣获世界农场动物福利

协会颁发的“福利养殖金猪奖”。

侯五群说：“养殖行业责任最重的

方面，在于不断探索生猪养殖新

模式，不断引领和推广福利养殖

技术，我们将不断深化福利养殖，

促进国内福利养猪迈向更高水

平，为福利养殖作出积极贡献。”

实现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改善动物福利势在必行

再度斩获国际奖
雏鹰农牧福利养殖将再升级

行业趋势
全产业链模式下的生猪福利养殖

施工伊始，工人们冒着大雪开挖路基

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现场办公，解

决修路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施工现场

跨越大山的“连心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