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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农村版乡村振兴

三农杂谈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红卫

光有情怀还不行
乡村民宿要有“设计”

淮滨

洋葱圆了农民增收梦

“实在不想等的话，这批瓜苗你带回

去一定要在拱棚内养一个星期才能下

地。”“再等就没有了，我家有拱棚，到时候

你勤去观察着就行了。”

5月6日上午，在汝南县板店乡柴庄

村一块苗圃地里，瓜农武余良正在指导帮

工嫁接西瓜苗，每嫁接完一棵，就被等在

一旁的人接走放到育苗筐内。

“西瓜育苗并不难，为啥还要到这抢

苗，你们自己不育苗吗？”看到这种情况，

记者感到有些不解。

“过去我们都是自己育苗，但西瓜怕重

茬，一般的西瓜品种头年种过来年再种病

害多还减产。武老板家的西瓜不怕重茬，

抗病还高产。一听说他家今年育的苗多我

就来了，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在等着要。”

据板店乡党委书记王留印介绍，板店

乡地处天中腹地，土质肥沃，土层深厚，地

势平坦，排灌方便，特别适合西瓜生长，板

店群众素有种植西瓜的习惯。为帮助群

众发展特色产业脱贫致富，板店乡党委、

乡政府多方争取农业项目，为西瓜种植规

模较大的柴庄、仲庄、冯屯、刘营、板店、苏

庄、唐营等村整修沟渠、道路，改善农田水

利设施，打井、埋设地下管，提高抵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为西瓜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同时对种植西瓜的贫困户给予每

亩不低于200元的奖励，全乡群众种植西

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西瓜种植面积逐年

扩大。为打响西瓜品牌，乡里积极鼓励种

植大户联合成立专业合作社，引导瓜农抱

团闯市场，解决单个农户种植零散、管理

不善、销路不畅等问题。近年来，板店乡

西瓜种植面积每年都稳定在5000亩左

右，年增加农民收入2000多万元。

随着西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因重茬

种植而引发的西瓜病害越来越多。懂行

的人都知道，西瓜苗期一旦得了枯萎病，

不但自身很难存活，还会“连累”整片西瓜

地一同“遭殃”；在一块地里连年种西瓜，

土传病害越来越多，西瓜长势一年不如一

年，最终会导致绝收。为了保证西瓜产

量，瓜农每年都要找新的地块种植西瓜，

目前板店乡的土地已基本种植过来一遍，

很多瓜农因为解决不了西瓜轮流换茬难

题不得不改种其他作物。针对这个情况，

武余良借鉴外地成功种植经验，自己摸索

着培育的耐重茬“混血”西瓜苗，去年经过

试种大获成功，“混血”西瓜不仅产量高，

而且个大、皮薄，品质好，更重要的是解决

了西瓜不能重茬种植的问题。

“葫芦和西瓜属于‘近亲’，葫芦根系

发达，生命力旺盛并且不容易感染枯萎

病，不会‘犯熟地’，同一块地可连续数年

栽种不影响收成。”武余良介绍说，他现在

培育的就是葫芦苗与西瓜苗嫁接换根而

成的“混血”西瓜苗。

武余良种植西瓜已经20多年，去年

家里8亩地种的全是这种“混血”西瓜，重

过茬的西瓜不仅没有得病，产量还提高

了。“让西瓜苗和葫芦瓜苗‘成亲’虽说是

个技术活，但具体操作并不难。”他告诉记

者，在育苗期将西瓜和葫芦育在同一个营

养钵内，等到幼苗出土长到一个星期左

右，取出营养钵，把葫芦苗上部只保留一

片叶子，其余的全部去掉，在西瓜苗与葫

芦苗相对的茎中间用手术刀向下斜切至

茎中心，再将对面的西瓜苗在相同高度的

茎部向上斜切至茎中心，切完以后将西瓜

和葫芦切下的部分分别放入对方的茎内，

用专用夹子夹好，放入拱棚内再培育一个

星期就可以移栽了。移栽大田成活以后，

西瓜苗向葫芦苗“借根”生长，结出的果实

就是“混血”大西瓜了。

今年，武余良在育苗时特意多培育了

数千株“混血”西瓜苗，打算除满足自己需

要外免费供应给有需要的种植户，没想到

被打听到的群众“抢劫”一空。“明年我得办

培训班把‘混血’西瓜育苗技术免费传授给

大家，让他们自己都能育苗。”看到自己的

西瓜苗这么抢手，武余良若有所思地说。

近年来，乡村旅游刮起了“民宿

风”。兼顾民俗特点和乡村特色的民宿

客栈，相比传统酒店、宾馆和农家院，能

够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服务，注重打造“情

怀”，受到了越来越多都市游客的青睐。

有人认为民宿看起来和农家乐的经

营方式差不多，简单地改造一下，换个招

牌，农家乐不就能升级成民宿？这还真

不行。民宿要面对的消费群体比普通农

家乐要复杂得多，需要升级转型，门道可

不少。

首先，民宿的房子是需要设计和改

造的。好的民宿，在设计的过程中，都要

经过实地考察、创意设计、创意落地三个

阶段。在进行设计之前一定要进行现场

考察，特别是要了解建筑物与周围环境

的互动与联系。比起居住的房子与周围

的环境，消费者更加注重的是亲身的感

受。所以设计师最好在当地住一段时

间，以便对周围的建筑、环境、氛围有更

深入的感受，这样最终做出的设计才会

贴近当地的生活。

很多从乡村走出去的人，再回到乡

村的时候一味追求现代化、都市化的设

计风格，使乡村失去了原有的价值与特

征。而这种特征恰恰是民宿吸引游客到

来的理由。最近有一个南方的民宿改造

项目广受争议。设计师把传统院落里的

老树和花木铲除干净，拆掉了院门院墙，

建起了一座简约风格的二层别墅。人们

纷纷表示，这样的改造失去了江南院落

的风味，有些不伦不类。所以，民宿的建

筑设计必须能够与本地文化融合到一

起。

房子设计好了，其次就是运营的问

题。一方面是推广与宣传。现在是一个

喜欢听故事的时代，没有故事的民宿，绝

对不是一个完整的民宿。有情怀有故事

的民宿，不仅能深深打动顾客，更能让顾

客自发地传播。人看到老房子会怀旧，

是因为老房子勾起了人们心中对儿时生

活的回忆。这里的东西不是冷冰冰的，

而是带有了现实的温暖和回忆的味道。

另一方面就是服务。民宿的消费群

体与农家乐的消费群体是不同的。民宿

的消费者普遍更加年轻化，收入也比较

高，在享受民宿独特的环境的同时，对服

务要求也更高。

当然，民宿和酒店是有本质区别的，

酒店讲究方便舒适，而民宿的本质是在

追求一种自我向往的生活态度。老宅子

虽旧，但里面各种生活用品都是精心布

置过的，哪怕是桌子上玻璃瓶里插的花，

都是充满温暖的。简单来说，民宿的服

务要更加注重细节，有针对性。这样客

人才会拿出比农家乐更多的钱，到民宿

消费。（李伟民）

汝南县板店乡种瓜达人武余良

引进嫁接瓜苗 带领乡亲致富

树绕村庄，水满陂塘，盘古山的青山

绿水尽收眼底。村内房屋错落有致，道路

干净整洁，这是近日记者走进泌阳县盘古

乡盘古村看到的美丽景象。

村支书胡安存说：“以前每过完年，村

里的年轻劳力就都出去打工挣钱了，只剩

下一些留守老人、儿童，看着心酸，如今翻

天覆地的变化真让人欣慰。”在短短的两

年时间里，盘古村发挥地处盘古山脚下这

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坚持以培育旅游

产业为主攻方向，摘掉了“穷帽”，外出村

民纷纷返乡创业，实现了从“空壳村”到

“产业村”的转变。2019年春节前夕，盘

古村的24户贫困户人均收到了村集体经

济分红1000元，人人笑逐颜开。

采取资金参股的形式，盘古村争取项

目资金120万元投入到泌阳县盘古山景

区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建设盘古

山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如大型停车场、旅

游观光步道、观光车，通过停车场出租和

旅游观光实现年利润65万元。带动盘古

村贫困户24户50人，每户分红资金每年

不少于1000元，其中带动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7户，每户年工资收入达1.2万元

左右。同时吸纳30户农户入住景区，从

事景区旅游服务业，从而实现企业、村级

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同步增长的目的。

同时，盘古山景区旅游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依法有偿流转使用该村农户土地，农

户可在景区打工，实现一地“双收”。目

前，盘古村已有58户村民参与其中。

家住盘古村姜家庄组的贫困户姜其

瑞说：“我养的牛，每天在山上吃青草，绿

色有机品质好，不愁销路，我对脱贫信心

十足。”围绕“生态立村—生态经济村”这

一核心，盘古村以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为

特色发展生态经济，积极鼓励农户进行林

果木种植、盆景培育、生态养殖、开办农家

乐。目前，全村旅游产业、观光型高效农

业基地、黄牛养殖初具规模，已发展5个

重点肉牛养殖村，一条用美丽助推乡村振

兴的和谐之路越走越宽。

各地播报

“瞧！那边一大片种的都是洋葱。

现在是盛花期，长势良好，再过半个月左

右就可以丰收了。”5月6日，淮滨县谷堆

乡申营村绿博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基地里，负责人王继才手指一片绿油油

的洋葱地介绍说。

作为“省级致富带头人”的王继才

从事蔬菜种植20多年，他不断尝试新品

蔬果的种植。去年一次去省农业农村

厅学习的机会，王继才了解到洋葱种植

的前景，很快引入豫葱一号洋葱试种。

“洋葱极度耐寒，无须采用大棚，而

且对土质没有要求。”王继才介绍，“我选

种的豫葱一号品种口感脆嫩，个大味甜，

辣味轻，纤维少，生食熟食皆可。俺们合

作社今年一共种植了86亩，一亩地能产

5000公斤，按照市场最低价0.7元/斤来

算，到收获期挣60多万元不成问题。”

“俺们合作社的蔬菜都是现收现

卖，这些洋葱已经被江苏的苏州等地的

买家提前订购，只待出土啦！”合作社成

员陈勇开心地说。

据悉，绿博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已

成为当前该县脱贫路上的“先锋队”，它

采取“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

动周边62户352名建档立卡贫困户稳

步走上致富之路。

“村里引进了东北优质黑木耳菌种3

万袋，可以吸收贫困户来这里务工，增加

收入8000元，预计可实现产值5万元。”5

月9日，在襄城县范湖乡台王村塑料大棚

前，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献勋高兴地给记者

介绍，除此之外，村里还发展秋黄瓜种植

20亩，采用吸收贫困户入股、在家庭农场

务工等方式，带动8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范湖乡是典型的平原农业乡镇，长

期以来以小麦、大豆等传统农业种植为

主，自然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经济

发展迟缓。

农业大乡发展经济路在何方？今

年4月初，范湖乡新一届领导班子履职

后广泛征求意见，确定了以高效农业、特

色农业、观光农业为基础，发展绿色生态

农业的工作思路。

4月15日晚7点，在该县“两会”紧

张进行的间隙，该乡党委、乡政府召开党

政班子扩大会议，安排今年重点进行的

10项工作；随后陆续组织35个村的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会计、种植大

户、致富能手等，到该县姜庄，山头店等

乡镇学习参观食用菌、特色蔬菜种植技

术，到鄢陵县花木基地对经济林果、花卉

种植等项目进行学习取经，请县农业农

村局专家在乡文化大院举行种植业结构

调整培训会……

目前，该乡已规划并实施秋黄瓜种

植60亩，大蒜种植1000亩，黄蜀葵种植

600亩，引进食用菌5万袋，繁殖培育蜡

梅160余亩，发展路肩经济，由种植大户

带头，积累经验，产生效益，示范引领，逐

步形成村村有项目、户户有增收路子。

襄城县范湖乡

“黑土地”焕发新活力

5月6日上午，平顶山市湛河区河滨

街道沟刘村内笔直宽敞的道路两旁，新栽

的景观树枝繁叶茂，一群身穿红马甲的志

愿者正忙着测量设计墙体画。自开展乡村

人居环境整治活动以来，该区政协的包村

志愿者每周都来为乡亲们开展卫生习惯养

成教育，协助村“两委”整治人居环境。

由区直单位选派人员，组成志愿者队

伍，主动参与到辖区各行政村的人居环境

整治活动中来，只是该区“三级志愿者”活

动的一个环节。

为充分调动辖区党员干群参与人居

环境整治的自觉性，年初以来，湛河区成

立了区、乡、村“三级志愿者”队伍，区级抓

统筹，乡级促业务，村级明职责，各司其

职，携手同心，辖区各行政村的人居环境

得到了明显改善。

区级抓统筹。将辖区69个行政村分

包给各区直单位，由各单位成立志愿者帮

扶队，按照“宜居宜业宜游，绿色生态环

保”的规划理念，结合村情及群众意愿进

行整体设计，制订出各村的人居环境整治

方案。

乡级促业务。选派在职党员干部志

愿者，深入各村抓党建，正作风，强班子，

促业务。结合农村改厕等区重点工作，为

村“两委”班子明确发展思路，协助村“两

委”稳步推进基层工作。

村级明职责。施行乡村人居环境整

治网格化管理，将房前屋后纳入各家各户

的“责任田”，将村里的其他区域纳入共同

管理区，要求村民志愿者主动配合村“两

委”，义务参与到河道美化、小微游园建

设、景观树管护等人居环境整治活动中

来。

为形成合力，湛河区要求区、乡、村

三级志愿者自觉接受当地党委、政府领

导，主动配合好上级主管部门及村“两委”

工作，定期召开联席会，相互沟通工作进

度，拟定下一步工作规划，细化分解任务，

形成“小分工、大合作”工作格局，共同推

进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据统计，年初以来，在“三级志愿者”

共同配合下，该区69个行政村都已初步

制订了各具特色的人居环境整治规划方

案，13个基层党支部得到了整治加强，开

展志愿者活动3400余起，在辖区形成了

全民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热潮。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学习推广浙江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万村整治””经验经验

曾经垃圾遍地的村庄，如今干净整

洁，而“变身”后的垃圾，成了村民的宝

贝。5月9日一大早，新乡县朗公庙镇毛

庄村路艳丽便开始忙碌起来，她是村里

的义工之一，主要负责农户生活垃圾的

收集和处理。

将垃圾回收、运到村头的垃圾处理

站，然后进行干湿分离等专业处理，是路

艳丽每天的工作。与许多农村清运的垃

圾不同，路艳丽回收的是村民已经分类

好的垃圾。村民朱新梅每天要做的，就

是把家里的垃圾分类，放在专门的袋子

里，等待路艳丽上门收。“以前俺村连垃

圾处理都没有，更别提垃圾分类了。”毛

庄村党支部书记张新岭介绍说，现在村

民养成了垃圾不乱扔、分类处理的习惯，

村庄变得干净整洁。

据了解，除了垃圾分类这一特色，毛

庄村的垃圾处理也更加环保。塑料、废

电池等不可回收垃圾分离出来后，等待

环保公司回收处理，果皮、菜帮等可回收

垃圾则做成环保酵素和肥料。张新岭算

了一笔账，每天村里产生2000余斤的垃

圾，其中97%能做成环保酵素、肥料，为

此村里整理出20亩酵素试验基地，用来

生产无公害蔬菜，这些蔬菜的售价是普

通蔬菜的3倍。

如今，一份环保告知书、一张垃圾分

类知识挂历和两个分类垃圾桶，成了毛

庄村村民家里的“标配”，告别了脏乱差，

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义工队伍，为美丽

毛庄贡献力量。“垃圾的问题已经基本解

决，现在村里正在进行旱厕改造，俺村一

定会越来越漂亮。”张新岭说。

“来来来，大家品尝好不好吃。”5月

9日，在新乡市牧野区朱庄屯村召开的

大棚蔬菜栽培新技术现场观摩会上，种

植户孔天全信心满满地邀请前来参观的

专家、种植户品尝自己种植的黄瓜。

黄瓜种得好不好，大家说了算。孔

天全对自己的黄瓜很有自信，这份自信，

来自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王广印团队带来的新技术。“以前种黄

瓜，几乎每周都得打回药，现在在专家的

指导下，用药量、用肥量都减少了，蔬菜

产量、质量却大大提升了。”孔天全说。

孔天全40年前便开始种植蔬菜，是

经验最丰富的种植户之一，他的大棚是

村里的标杆。提及应用的新技术，孔天

全笑着说：“我这大棚可不简单，专家带

来增产增收的好技术多得很。”据介绍，

他的大棚采用抗性砧木嫁接，利用多层

覆盖保温、地膜全覆盖降低湿度，施用的

肥料是经过测土的定量套餐肥，商品有

机肥与腐殖酸化肥交替使用，病虫害采

用绿色防控，产品更安全。

王广印介绍说，牧野区蔬菜种植面

积大，尤其是设施蔬菜超过1000公顷，

是我省无公害蔬菜标准化示范基地，也

是新乡市民的“菜篮子”。2010年以来，

王广印及其团队一直服务于牧野区蔬菜

种植。他介绍说，减肥减药是关键，但

“两减”不是简单地做减法，其背后不是

“减产”，而是通过提高肥药的利用率、提

升耕地地力来缓解过量施肥用药造成的

生产障碍问题，保证蔬菜质量安全、品质

改善及生产效益的提升。

“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最关键的是

让种植户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王广印

说，就牧野区而言，当地虽然蔬菜种植面

积大，但大多是一家一户分散种植，少有

大型合作社，这就要求在技术选择时注

重简单易操作，在技术指导时注重效果，

在技术推广时注重示范带动。从目前大

棚黄瓜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的试验示范来

看，效果明显，大棚内化肥减施54.7%，

杀虫剂减施26.1%，杀菌剂减施40.2%，

产量增加42.6%，产值增加20.2%。

平顶山市湛河区

“三级志愿者”携手打造新家园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张旭长

□本报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韩浩朱丝语秦怡欣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梁慧晓

垃圾分类村庄靓 变废为宝更环保

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服务新乡蔬菜种植

市民菜篮子“绿”起来
种植户“钱袋子”鼓起来

泌阳县盘古村
乡村旅游带动创业扶贫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陈远志冯思纯

□本报记者董豪杰通讯员毛渊磊

□本报记者董豪杰肖列

近年来，社旗县李

店镇十分注重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积极引导

贫困群众发展特色产

业，促进增产增收。该

镇半坡村贫困户徐建

青探索利用麦秸和玉

米秆培育高产食用菌

5万袋，获得丰收。图

为徐建青在大棚内查

看食用菌长势情况。

贾景 摄

培育食用菌
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