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当前，全省各地都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并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支持返乡下乡创业，这为有志之士返乡下乡创业提供了
难得的发展机遇。返乡下乡创业，不仅能为当地带来资金、技术，也带来了新的理念和发展机遇，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乡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为鼓励更
多的有志有为人士返乡下乡创业，本版今日推出一组返乡下乡创业的典型，希望社会各界都来支持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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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县赵振伟

乡村不怕偏远 奋斗必能振兴
南召县魏家安

做企业要有担当 赚票子带上乡亲

河南大地集团

为3个贫困村
爱心捐赠30万

“做企业要有担当，赚票子带上乡

亲。”春节期间，记者在南召县崔庄乡见到

了返乡创业的企业家魏家安。魏家安出

生于南召县崔庄乡王庄村，2013年，51岁

的魏家安返乡创业，创办中药材种植基

地，兴建无公害蛋鸡养殖场，积极投身“千

企帮千村”活动，探索出“食药养农”精准

扶贫新路，用一颗赤诚的游子之心燃烧着

返乡创业激情，用真心真情带领乡亲摘掉

了“穷帽子”。

穷小子生意做到了国外

魏家安年幼时家境贫寒,父母相继因

病去世，家中欠下巨额债务，他初中辍学

打工贴补家用。2003年,魏家安人生出

现重大转机,迎来创业史上的转折点,苦

难的日子熬出头。这一年,来自俄罗斯和

美国的客商向他购买了40多万元的地

毯,他从中赚了10多万元,拿到人生第一

桶金。

2009年,经过自强不息,努力拼搏,

他创办了广州旺粤地毯有限公司,主要经

营丝绸、丝毯、睡衣、工艺品,专门从事出

口贸易,拥有员工近100名,资产8000多

万元,年利润1500多万元。他依靠诚实

经营,地毯畅销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

斯、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土耳其、伊

朗、苏丹、沙特、西班牙、法国、英国、瑞典、

挪威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商遍及世

界各地,拥有庞大的客户群,生意做得顺

水顺风。2012年,魏家安参与筹建广东

南召商会,被商会会员们推荐为商会党支

部书记,兼任商会秘书长。

回乡创业回报桑梓

在异乡打拼多年,魏家安的朋友圈越

来越大,结识的朋友中有一些依靠经营生

态农业发家致富,不仅扮靓美丽家乡,而

且造福家乡父老。在外闯荡的魏家安从

中深受启发,感触良深。原来他心中一直

思念着家乡的父老乡亲,眷恋着家乡的青

山绿水,经常梦回故乡,一心想回报桑

梓。2013年春节刚过,魏家安断然决定

回家乡创业,用感恩之心回报桑梓。他开

车拉着家乡的村干部,先后到广东省韶关

市、中山市学习考察生态农业,经过一路

学习考察,大家认识到利用本地“天然药

谷”的比较优势发展中药材种植,“钱”途

光明,“钱”景辉煌。

定了算,说了干。2013年他开始返乡

动员乡亲发展中药材种植,大规模连片流

转村里的荒坡地。2015年春节过后,魏家

安组织3台铲车、13台挖掘机在荒山上整

理、平整土地,利用机械化把荒山整理成一

层层旱涝保收的梯田。他带着工人在荒山

上风餐露宿,不分昼夜奋战60多天,改造

坡耕地2560亩,每天组织村里60多名劳

动力种植名贵中药材,在梯田里间作套种

辛夷、丹参、苍术、桔梗、连翘,把一片片不

毛之地变成一片片“金银滩”。截至目前,

他已累计投资700万多元,种植中药材

3300亩,其中栽植栀子18万株,连翘20

万株,苍术650万株,丹参800亩,金银花

300亩；发展了银杏、桂花等幼苗600亩。

创业的初衷就是让群众得实惠

魏家安从没有忘记自己返乡创业的

初衷,要让更多的乡亲脱贫致富,要让群

众得到实惠。魏家安在南召县崔庄乡王

庄村不仅流转群众荒坡地,而且让50岁

以上的留守老人、空巢老人到种植基地常

年务工,让他们挖坑、植树、浇水、除草、打

药等,参加中药材基地种植管理,老人们在

家门口就业创收。每年植树时节,他最多

一天雇用60多位老人参加劳动,辐射周边

3个行政村。平时参与日常苗木管护的老

人有30位,平均每位留守老人年务工收入

近2万元。2015年,魏家安为乡亲们支

付、发放工资40万元。魏家安还带头领办

南召县大鑫丰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高标准建设、规范化运作建立中药材种

植基地,签约农户51户127名。

南召县大鑫丰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流转土地3500亩，建设白芍、栀

子、丹参、连翘等中药材立体种植基地。

合作社投资5000万元栽植栀子10万棵、

连翘20万棵、丹参30万棵、白芍20万

棵。去年合作社安置周边4个行政村的

63个贫困户、68名劳动力到合作社务工，

支付劳务报酬40多万元，年人均增收

5000元。目前，魏家安带动群众参与发

展中药材种植点10多个,面积达3万多

亩，先后获得了南阳市首届返创之星、千

企帮千村先进企业等荣誉称号。

“自从建起这个中药材种植基地，我

在坡上除草、浇水每天都能挣到70元，一

年能挣个一万多，顾住一家的花销，有病

吃个药啥的都解决了。”70多岁的村民魏

惠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家3口人，爱

人残疾，儿子智障，家里只有他一个劳力，

没有挣钱的门道。魏家安就安排他在基

地干活、带工，每月发2000多元工资，老

人高兴地逢人便夸。

解决种植户的一切后顾之忧

魏家安利用大半年时间,先后奔赴四

川、河北、湖北、山东等省市学习考察,最

后他确定选择在山间大规模养殖蛋鸡,利

用本地清幽的环境,斥巨资建设花园式养

鸡场,生产绿色、安全的全省闻名的品牌

鸡蛋。

他以合作社为基础,投入资金2.3亿

元,计划新建房舍七栋,建筑面积1万平

方米,新上一套全国最先进的蛋鸡笼养系

统,光照、温度、上料、饮水、集蛋、通风、降

温、清粪、清毒等全面实现自动化,养殖蛋

鸡30万只,年产鲜蛋6000多吨,销售收

入5000余万元。他采用标准化蛋鸡养殖

技术,从法国购买先进的蒙特尔风机,从

以色列购置温控系统,把国外最先进的设

备装进鸡舍,在通风、喂料、饮水、除粪等

全面实现自动化。所生产的鸡蛋经过绿

色认证后,扫描蛋品上的二维码,通过大

数据客户可以适时了解场区自然环境、鸡

舍喂养情况等,实现农产品原产地追溯。

河南正大饲料集团公司伸出橄榄枝,建立

合作协议,共同打造蛋鸡养殖新旗舰。

为使环境得到保护,他在鸡舍旁建造

了一座有机肥处理厂,对鸡粪做无害化处

理和综合利用,产生的沼气用于基地照明、

做饭等日常用气,沼渣可作为基地中药材

种植的上等肥料。仅此一项,就可节约成

本100余万元。南召县鑫林源高效农业综

合体采取“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

中药材种植点10多个,向农户统一提供种

苗,提供技术指导,签订合同,按保护价格

回收中药材,统一销售,解决种植户的一切

后顾之忧,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和盛赞。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杨国栋）

春节期间，河南大地集团分别为宝丰县大

营镇蛮子营村、肖旗乡岭湾村、观音堂林

业工作站滴水崖村捐赠现金10万元，支

持帮助3个村的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助力

脱贫攻坚、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等工作。

“作为当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奉献

企业爱心，我们义不容辞。今后，大地集

团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努力探索乡村与企

业联合发展的特色之路，建立以‘以企哺

农、以企带村’机制，实现村企双赢的目

标。”河南大地集团副总裁黄帅辉在捐赠

仪式上介绍，作为宝丰县的一家大型民营

企业，多年来，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特

别是在捐资助学、精准扶贫等方面出力出

钱，更好承担起扶贫济困的责任，带动当

地群众早日脱贫致富。

3个贫困村的党支部书记在分别接过

10万元“爱心捐赠金”时表示，要把企业的

爱心化作发展的动力，把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等工作做出新成效，要把爱心金用到刀

刃上，打造一些切实可行的扶贫产业，从根

本上推动当地群众实现脱贫致富。

春节期间，项城市孙店镇陈张村村民张建芳购置了100多提食用油和100多袋大米，对本村100多位70岁以上老人以及部分贫

困家庭进行了慰问，给大家送去了新春的祝福。张建芳是项城市第二届道德模范，致富后不忘家乡，除了积极参与捐助家乡修路等公

益事业外，已连续多年举办这样的春节慰问活动。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张永久摄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春节优质服
务“不放假”

为使全县人民节日期间用上放心

电、优质电，春节前，国网正阳县供电公

司召开春节期间优质服务专题会，部署

春节期间优质服务工作，确保春节期间

优质服务“不放假”。

据悉，为了让全县人民过上一个

“温暖亮堂年”，该公司在充分做好节日

期间各项保电措施以外，着力加强春节

期间的优质服务工作。要求全体职工

加强学习，牢固树立“你用电，我用心”

的服务理念，并提前七天公示各营业窗

口时间作息表，以方便客户提前办理各

项业务。节日期间，客户服务中心人员

严肃值班纪律，为客户提供24小时全

天候不间断的电力服务，在耐心受理客

户的需求后，逐项派单，随时跟踪抢修

全过程，并把接到的电话信息进行分类

和分析，对于负荷变化较大的供电区域

等问题，第一时间通知抢修人员，及时

安排调整工作，处理故障，彻底解决春

节期间广大客户用电的后顾之忧。

同时，该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青年

志愿者开展送服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

户活动，“零距离”了解他们的用电需求，

做到文明服务、诚信服务、阳光服务，全力

做好春节期间的安全稳定和优质服务保

供电工作，确保让全县父老乡亲度过一个

安宁祥和的新春佳节。（李宏宇陈建政）
郑州市汇城社区推进路长制网格

化巡查
1月30日，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

道纪工委书记、汇城社区分包领导刘雅

丽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冒雨为金台路沿

街商户送去清洁用具，督促商户做好门

前“四包”。汇城社区坚持每周开“路长

制”专题会议，总结经验；四级路长坚持

每天去路段和网格巡查，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有效改善市容市貌。（周艳丽）

去年，在沈丘县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的展品会上，有一处展台可谓是大放

异彩，“少棘金头蜈蚣”“东亚钳蝎”这类平

常罕见的昆虫物种都鲜活地呈现其上，

无数与会者带着好奇的目光纷纷驻足观

看。

而站在展台后方随时回答着围观人

群中提问的朴实小哥，正是当地有名的

85后企业老板赵振伟，人称“蜈蚣哥”。

赵振伟，沈丘县周营镇赵寨行政村

人，沈丘裕顺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掌

舵人。2014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优惠政策出台后，赵振伟有了返乡创业

的念头。于是，在家乡优惠政策的感召

下，赵振伟决然放弃了安徽亳州中药材

市场总经理的高薪工作，凭着对药用动

物昆虫类中药材市场的了解，以及对其

未来发展趋势的信心，返乡创业，从事仿

生态立体蜈蚣、蝎子养殖和加工销售。

在回到家乡之初，周围的亲人都十

分不理解，各种怀疑的声音一时间都灌

到了赵振伟的耳朵里，甚至本族的一位

大爷也劝他：“振伟啊，养点啥不比养那

强？”然而，此时的赵振伟却更加清醒

了。他认为，非议是成功的“佐料”，没它

不香。

这年3月，赵振伟拿出多年积蓄，承

包了村里一处废弃多年的砖窑场地，建

起生态蜈蚣养殖基地，并注册成立了沈

丘裕顺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开弓没有回头箭。赵振伟说，既然

明确了目标，就要义无反顾地去实现，没

有退路，只有撸起袖子加油干。

搞养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

一年，因为一场狂风暴雨，养殖基地的

围栏被刮倒，蜈蚣栖息的垛体被淋塌，

导致蜈蚣四处乱爬，甚至咬伤了邻居家

的小孩。面对窘境，赵振伟没有气馁，

而是振作精神，静下心来，总结教训，绞

尽脑汁寻思着怎样尽快把蜈蚣养殖合

作社办好，尽快增加收益，尽快让社会、

乡亲认可自己。

赵振伟很快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良

策，他修缮了小蜈蚣的栖息垛体，加固

了玻璃围栏，并对小蜈蚣倍加呵护，处

处谨小慎微。就这样，通过半年多的饲

养，合作社终于赚到了“第一桶金”。

随着蜈蚣养殖规模的日渐扩大和

产品数量的增加，去年，赵振伟还借助

电商平台干起了电商。他不仅借助互

联网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还采取网上订

单销售、物流发货配送等形式打通了销

售渠道。

赵振伟走上致富之路以后，却没有

忘记处于贫困的邻里乡亲。他通过传

授养殖技术、建设生产基地、组建销售

队伍，帮助当地的贫困户过上了“挣钱

顾家两不误”的惬意生活。“赵振伟有一

颗帮贫济困的爱心。”周营镇党委书记

马涛评价说。

目前，在沈丘“蜈蚣哥”赵振伟的带

领下，当地蜈蚣养殖基地的产品不仅销

往上海、西安等地的大型药材批发市

场，还搭乘“一带一路”的快车出口到马

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

地区。

也正是赵振伟这种不屈不挠的回

乡创业精神，让河南一个小乡村最终闯

进了国际快车道。“乡村不怕偏远，奋斗

必能振兴。”春节期间，赵振伟对记者说。

乡村振兴正当时 创业还是家乡好

致富不忘乡邻

□本报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王向灵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廖涛 姜纪增

福彩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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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虞城80后小夫妻喜获双色球千万大奖
1月29日，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进行

第2019013期开奖，当期开出红球号码为

05 07 14 16 18 21，篮球号码为01。全

国共开出4注一等奖，河南1注，单注奖金

额1000万元。

据悉，河南这一注双色球大奖出自商丘

市虞城县城郊乡汉江路北头41640246号投

注站，投注方式为复式7+1，投注金额14元。

尽管外面雨雪交加、寒风凛冽，但是依

然无法掩盖获得大奖的喜悦心情。“得知中

了大奖，我跟媳妇儿就立刻买了票来郑州

兑奖。真的是太开心了，这真是福彩送给

我们最好的新年礼物！”大奖得主杨先生

（化名）兴高采烈地对工作人员说。杨先生

与妻子是一对儿80后小夫妻，跟所有的小

夫妻一样，上班工作努力赚钱，经营着自己

的幸福小家庭。“这个号码，我买了有两期

了。平时我也会买彩票，但是没有守号，这

次的号码就是自己选的，买了两期就中了，

真的很幸运也很开心！”杨先生开心地讲述

着自己的中奖经历。“他啊，经常买彩票。

福利彩票，是公益彩票，中了当然是开心

啊，没中吧，也是做公益做好事，好人有好

报的。”杨先生的妻子对工作人员说。

“善良的人总会受到更多的眷顾。祝

贺你们收获双色球头等奖，中奖金额共计

1001万元。可喜可贺！”

购买福彩，奉献爱心，福彩愿为您的新年

添福添彩，为您带来更多的幸运，送上最最丰

厚的福彩大奖奖金。当然，也要记得理性购

彩哦！

亲爱的福彩彩民朋友们，河南福彩祝

您好运大奖天天有！福气好运永相伴！（河

南福彩 郑文婷）

新乡市福彩中心开展“温暖送给孤残儿童”志愿服务活动
1月29日上午，新乡市福彩中

心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一行3

人，与新乡市民政局志愿服务队一

起，带着奶粉、食品、儿童纸尿裤、学

习用具等慰问品一同来到新乡市社

会福利中心，看望慰问这里的150

多名孤残儿童，开展“温暖送给孤残

儿童”志愿服务活动。

福利中心的孩子们都是弃婴，

多数身患重疾，但在党和政府的关

怀、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帮助下，他

们在这里生活、学习、成长都得到了

保障。在儿童福利中心整洁明亮的

教室、康复室和活动室内，志愿者与

孩子们亲切地交谈沟通，一起玩耍

嬉戏，拥抱孩子，让他们感受来自亲

人般温暖的关爱，与孩子们共同度

过了一段开心愉快的美好时光。

通过活动，不仅仅是把温暖的

爱意送给了孩子们，更是把“扶

老、助残、济困、救孤”的福彩公益

精神传递给了每一个爱心人士，

传递出福彩正能量，把福彩的大

爱播向四方。

“他家的草莓格外好吃，前天路

过买了点，今天专门带孩子来采摘。”

近日，平顶山市区的张先生带着一家

老小到叶县仙台镇耙张村摘草莓。

这个草莓采摘园位于该村村北，

紧邻叶舞路，11个白色薄膜覆盖的钢

架大棚在冬日暖阳下闪闪发光。走

进大棚，一股香气扑面而来，一颗颗

泛红的草莓圆润饱满，在绿叶丛中格

外显眼。园主许跃岭拄着单拐，在大

棚一角调试灌溉设备。

今年48岁的许跃岭是耙张村人，

之前一直在陕西榆林的建筑工地上

打工。去年3月份，她不小心从大货

车上摔下，伤到了脊椎，下半身一度

失去知觉。她在榆林救治了50天后，

转到漯河康复医院康复训练两个月，

才能勉强拄着双拐行走。

下一步该如何走？看着 12 岁的

儿子，许跃岭陷入沉思。尽管榆林建

筑工地上的老板承诺长年帮扶她。

然而，她不愿意作为废人度过余生。

几年来，妹妹一家在北京种草

莓，发展得很好。她想，何不在家里

种草莓呢？

她的想法得到妹妹一家的支持。

今年5月，她拿出建筑工地老板给的

赔偿金，流转土地11亩，投资近30万

元建了 11个草莓大棚。妹妹看她不

向命运屈服，专门从北京赶回来帮

她。在妹妹全程指导和她的悉心管

理下，草莓长势不错。

许跃岭的草莓采摘园固定用工6

人，4个都是村里的贫困户，他们每天

在园里除草、摘果，按工作量拿工资，

每个月增收近千元。“等天气回暖，俺

的用工量会更大。”她说。

草莓大棚一角有座简易屋棚，许

跃岭一家平时就住在这里。在其床

铺旁边，放着一个特制的洗脚盆，还

有烤电等设备。她说，目前自己的一

条腿一天下来仍旧冰凉，她在坚持康

复锻炼的同时，每天晚上还要烤电泡

脚。

“人嘛，谁没个三灾四难的，我运

气好，遇到的好人多，都没少帮我，我

自己更得好好干。”许跃岭憨厚地笑

着，语气里充满信心。

叶县许跃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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