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6
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丁先翠 电话0371-65795712 E－mail∶henanxdny@126.com 版式∶李英 校对∶黄丽

农村版

“别看俺年纪大，干活一点儿不比年

轻人差，一天挣个七八十块钱没问题。”5

月18日，在位于社旗县苗店镇安菜达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供港蔬菜基地里，来

自邻近的郝寨镇桑楼村的70多岁老人

崔振秀手脚麻利，有说有笑地和工人们

一块采摘、分拣蔬菜，幸福和满足写满双

颊，“蔬菜基地建到了家门口，只要肯干，

脱贫致富奔小康是早晚的事儿！”

近年来，社旗县按照统筹规划、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扶贫思路，

下大力气培育发展壮大蔬菜扶贫产业，

为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提供了有力支

撑。

完善工作机制，科学规划布局。该

县紧密结合当地种植习惯和区位优势，

以发展露地蔬菜为主导，兼顾发展设施

蔬菜（含食用菌），按照资金跟着贫困户

走、贫困户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项

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和项目集中

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

能集合构建的“四跟四走四集”原则，在

全县规划了以李店镇、大冯营镇、苗店镇

为重点，延伸带动周边乡镇共计6万余亩

的县级蔬菜产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培育

发展龙头，放大集聚效应。

加大扶持力度，壮大产业规模。该

县先后出台多项规章制度，从政策上支

持、项目上倾斜、资金上扶持。近年来，

全县围绕蔬菜产业基地，硬化道路59.48

千米，新打机井499眼，修建桥涵377座，

开挖排水沟渠85千米，配套高低压线路

15057.74千米，县乡两级蔬菜产业基础

生产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创新带贫模式，提升攻坚成效。积

极创新并探索出独立发展型、转移就业

型、密切合作型、托管带动型、股份帮扶

型、金融捐赠型六种蔬菜产业带贫模式，

蔬菜产业的集约化、专业化、标准化程度

明显提升，也成为该县摘“穷帽”、拔“穷

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导产业。

截至目前，社旗已投入财政资金

9369.24万元，发展蔬菜产业扶贫基地

36个，全县蔬菜种植面积已达9.6万亩，

蔬菜年产量24万吨，年产值3.6亿元。

初步形成以李店镇、桥头镇为重点的高

效设施生态蔬菜产业带，以苗店镇、李

店镇为重点的出口蔬菜产业带，以唐

庄乡、赵河街道为重点的白莲、大葱等

社旗地理标志性蔬菜产品产业带，以

兴隆镇茶树菇、下洼镇香菇等为重点

的食用菌产业带；涌现出种德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丙玉蔬菜专业合作社、安

菜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琼圃试验农

场、福元生态菌业有限公司等一批影响

力大、前景好、带贫能力强的蔬菜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带动4120户贫困户实

现增收脱贫。

赵老屯村是宜阳县香鹿山镇东北

部的一个山区小村，全村分为9个自然

村，338户1510人。就是这个名不见经

传的小村，近一段时间火了，到该村参

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带着疑问，初夏的一天，记者走进

这个小村落，去感受一下那份来自乡间

的淳朴与感动。

汽车在平坦的乡村公路上疾驰，映

入眼帘的是路边一排排青枝绿叶的花

椒树，这是香鹿山镇打造的21公里花

椒产业带。车行十余里，路旁是栾树、

复叶槭等树种簇拥成的绿色长廊，远处

田地里的迷迭香宛如一个个身着墨绿

色衣衫的青春少女。 村口的一块花岗

岩做成的路标上，“赵老屯”三个大字清

晰地告诉我们：赵老屯，到了！

中心街道上由砖头瓦块、水泥白灰

巧妙搭配造就的文化墙上，“中国梦”三

个字鲜红夺目。“中国梦”墙面上方，一

座优雅小亭独守一隅，守护着远方的片

片葱绿，它有个浪漫的名字——“望香

亭”，站立亭内可观赵老屯村庄全貌。

村子宽敞的水泥路上，除了干净整洁，

眼前不时闪现怡人景致，整齐排列的民

房周围，或小桥流水伴精美卵石，或绿

竹成排点缀花草果树间，处处景观，令

人目不暇接。

举目远眺，那片时时有农人点

缀其间忙碌的，是该村的一份芳香产

业——迷迭香种植区。

赵老屯的村支书张公伟介绍说，

该村流转耕地2000余亩用于迷迭香种

植，群众每亩可拿到500~650元的流转

费用，同时无法外出务工的群众还可在

迷迭香公司打工获得每月1000~2000

元的工资，管理岗位收入则高达6000

余元。“平时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来种植

区干活还能挣点零花钱，出门就是工作

区，方便着呢！”村民夏秀珍满脸带笑地

说。

顺着“中国梦”方向往前，一条人造

小河曲曲折折呈现眼前，挖掘机正忙碌

施工中。张公伟说，这条小河的两侧源

头处各有一个蓄水池，安装有大型网格

化粪池，村里粪便及生活污水经由它层

层处理过滤后形成清水注入蓄水池，再

被引流到小河内，河水顺着河内制造的

曲折地势到达村庄另一头的蓄水池，最

后通过引流设备流至河流源头一侧。

就这样，转了一圈，一个水系“微循环”

便形成了。

“等建成了，不仅能美化村庄环境，

还能实现村庄水资源循环利用，一举两

得。”张公伟说。该村目前已购置 10

吨、30吨、50吨容量不等的化粪池 5

个，可满足5个村民组使用，下步将逐

渐实现该村9个村民组全覆盖。

“今年全县将在保留村庄原貌基

础上，因地制宜，全力塑造40个这样的

美丽村庄，并通过典型带路、示范引领，

让美丽乡村成为乡村振兴道路上一道

亮丽风景。”该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在固始县徐集乡，坐落着美丽的文

塔新型社区。提起文塔村新型社区，当

地人马上就会把它与赵大德这个名字

联系到一起。

今年55岁的赵大德是文塔村南头

村民组人，在京务工多年，是著名的北京

城环城汽配城老板，其所在的徐集乡驻京

党支部曾作为先进集体荣登中央电视台

演播大厅。富了的赵大德依然保持着淳

朴善良、乐于助人的品质。每次春节回

家，他总是联系本村务工经商的成功人

士，通过多种形式反哺家乡，这些年用于

文塔村学校建设、道路整修、农田水利、贫

困救助等方面的捐款超过300万元。

浓浓的故土情怀，使赵大德时刻关

注着家乡的发展变化。他发现，文塔村

虽然街区框架规划多年，但房屋参差不

齐，配套设施不全；大部分居民虽然吃穿

不愁，但环境意识较差，文体生活单调。

一番深思熟虑后，赵大德心里闪出一个

大胆的想法：投资打造文塔新型社区。

经过三年的筹备，2015年秋季，一

个占地50亩、计划总投资4600万元、分

四期实施的社区项目破土动工。联系

施工队伍、采购建筑材料、监管工程质

量、协调有关琐事，赵大德忙得两头不见

太阳，几个月下来人瘦了一圈。到今年

4月，赵大德用7年时间的坚守和付出，

完成了文塔新型社区一期工程，共建设

别墅式住房83套，目前已入住25户。

社区内健身器材、练歌房、图书室等文体

娱乐设施齐全。

在文塔社区建设初见端倪之时，泉

河以东8个村易地搬迁没有合适的地

址，乡党委、乡政府负责同志找到赵大

德，希望能将22个贫困户80口人的家建

在文塔社区旁边，赵大德二话没说就答

应了。他还召集汽配城的伙伴们集资40

多万元，无偿用于安置点绿化带、下水

道、路灯、道路硬化等建设，使22个贫困

户如期住上了梦寐以求的新房。

眼下，赵大德正在运作社区下期工

程，建设美丽乡村将是他永远奋斗的家

园梦。

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杨明马晓冲

固始县农民赵大德

美丽乡村追梦人

“举办银杏文化节，扩大银杏种植

规模，对银杏果、银杏叶进行深加工；建

立股份制扶贫粮仓，每年给村集体入股

分红6万元；投资100万元对村部、文化

广场进行提档升级改造……”

日前，在唐河县村党支部书记大比

武集中点验擂台赛上，经过层层评比，

脱颖而出的17名优秀村支书正摩拳擦

掌，激烈角逐。

连续两届的“擂主”郭滩镇李庄村

党支部书记李怀玉为了赢得“三连冠”，

去年带领群众不仅完成了建老年活动

中心、建养老院、新修道路、新建厂房等

8件实事，还在现有3万株银杏树的基础

上，新栽银杏树5万株，成功举办首届银

杏文化节，吸引近万人游玩观赏。

你晒你的“硬头货”，我亮我的“新

家底”。面对“擂主”的成绩，其他参赛

选手也不甘示弱。东王集乡地处偏远，

基础设施差、吸纳能力弱，发展缓慢。

王集村党支部书记王家遂带领村“两

委”班子实施扶贫产业园建设、集镇道

路升级改造、异地搬迁、空心村整治等

八大工程，让王集村换了新颜。凭着真

抓实干的成绩，王家遂在激烈的竞争中

脱颖而出，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台上你来我往，台下激情涌动。在

每人4分钟的演讲答辩时间里，大家晒

成绩、找差距、立标杆、下战书、定承诺、

表决心，比出了打擂的“火药味”，比出

了竞相发展的积极性。更有未入选擂

台赛的村支书向参赛村发出挑战，立誓

要迎头赶上。

党委“摆擂”，支书“比武”。该县县

委书记、县长周天龙说：“我们以比武、

排队、晒成绩、兑现奖惩倒逼工作落实，

增强村党支部书记创先争优、担当作为

的责任感，切实把‘不比基础比发展，不

比条件比干劲’的热潮引向了农村一

线。”（马伏娴）

你晒你的“硬头货”我亮我的“新家底”

唐河县村支书擂台比作为

一水两用 一田双收

稻虾共作鼓起农民钱袋子

眼下，正值龙虾捕捞季，光山县南

向店乡金庄村胡畈村民组脱贫村民沈

世德，每天都在自家的稻虾田里收获新

的希望。

沈世德的妻子重度残疾，家庭一度

因残致贫。在村干部的帮扶下，他开始

进行稻田养虾。“去年养了10亩稻虾，卖

龙虾收入2.97万元，除去口粮，卖稻谷

收入5000元。”沈世德高兴地说，根本

没想到自己不仅脱了贫，还能有几万元

的存款，今年家里又多养了几亩稻虾，

还能再多挣些钱。

金庄村水源充足、土壤肥沃，适合

进行稻虾共作生产。近年来，小龙虾的

价格不断攀升，每年的收益时间长，还

不影响水稻产量，稻虾共作成了当地农

户增收的好路径。

眼看着稻虾种养产业的好前景，金

庄村党支部书记方波主动当起了技术

指导员。根据稻虾种养时间节点，他定

期对村里的稻虾养殖户进行技术培训，

并受邀到乡里、邻近村上培训授课，已

举办培训班32期，培训农户500人次，

成为远近闻名的稻虾共作“土专家”。

在方波的带领下，村里的稻虾产业

越来越兴旺。这几日，金庄村土地信用

合作社一片繁忙，合作社负责人沈炎正

忙着收龙虾笼，将个头大的龙虾归拢在

一起，准备销售。该合作社养殖龙虾已

经有3年多的时间，发展稻虾共作500

亩。沈炎介绍说：“现在龙虾每斤25元

左右，目前毛收入已有40多万元。”

“投入少、收益高，群众挣到了钱，发

展稻虾共作的热情更高了。”方波介绍

说，去年金庄村发展稻虾共作600亩，每

亩龙虾收益在3000元以上。（郭靖）

5月18日，在鲁山县四棵树乡黄沟

村一处依山傍水的普通瓦房前，开得正

艳的格桑花、虞美人与院墙上悬挂的簸

箕、中国结相互映衬，花丛周边是菜园、

赏景亭、林荫小径和修葺一新的卫生

间。这所田园风光浓郁的农家小院被

租住人命名为“雕刻时光”。

负责管理这处农家小院的黄沟村村

民于娜介绍，这处自助式中端民宿被租

住人租了10年，目前该村正在打造6处

这样的小院，每个小院一天可为村集体

带来二三百元的出租收入。

据了解，黄沟村与保留有老式瓦房

的村民签订协议，先由房主对房子进行

修缮加固，保证房屋不漏雨、没有安全

隐患，然后村集体以每个小院3000元

的年租租下这些老房子，按照中端民宿

的标准统一进行改造，改造后统一配备

米面油、炊事用具及自行车等，开辟自

助式果园、菜园，并明确专人负责日常

对外出租管理。

在另一处名为“黄沟静园”的院子

里，4个房间整洁雅致，一排大瓷缸上的

绿萝茎叶青翠。院子外，卵石小径、葡

萄藤棚、垂钓池塘和原生态的木质指示

牌，让人赏心悦目。

“自己采摘、钓鱼、烧烤，压力得到

了释放、心情得到了放松。我们打算今

后经常来这儿住几天。”一对平顶山市

区退休夫妇高兴地说。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永安郭方舟

依山傍水 风景如画

“自助”小院受青睐

5月23日，身穿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们正在帮一户村民清理门前堆放的杂物。今

年以来，灵宝市城关镇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由党员干部带头，集中开展“打违治乱”专项整

治行动，共清除违建469处5万余平方米，清运垃圾8万余立方米，农村人居环境进一步

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屈艺鸣摄

公路旁，一朵朵小花迎风摇曳；池塘

里，一朵朵睡莲娇羞绽放；田野里，一片

片桃树、中药材和软枣猕猴桃正旺盛生

长……5月14日，驱车行驶在信阳市平

桥区彭家湾乡陈寨村和潘寨村的乡间道

路上，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在记者面前

徐徐打开。

陈寨村党支部书记陈世福介绍，陈

寨村全面实施绿化景观工程，在路旁种

上绿树和花草，田里种上睡莲和莲藕，对

村民房前屋后适当改造，努力建成人们

儿时记忆中的乡村模样。

“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和推进乡村振

兴，我们在产业发展上早谋划，早着手，

先后引进多家公司和合作社，采取‘合作

社+农户+贫困户’的模式让村民共同参

与，以此增加村民收入。”陈世福说，目

前，鑫鑫薯业公司生产的红薯系列产品，

畅销全国，还销往泰国和缅甸等国

家。

河南奇沃奇异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目前在陈寨村建设有50亩软枣、猕猴桃

育苗及定植基地，2019年培育60万株种

苗，实现产值1000万元，预计2020年培

育100万株种苗，实现产值1800万元。

通过种苗和技术的支持，鼓励周边群众种

植，带动群众共同致富。鸿溪桃业公司种

植的150余亩桃树，分为早中晚三期，销

售成绩喜人；还有莲藕基地、龙虾养殖等

产业，大大增加了企业和村民收入。

潘寨村位于彭家湾乡北部，与陈寨

村相邻。据该村第一书记林超介绍，为

带动贫困户快速脱贫致富，该村立足本

村生态优势，于2014年引进武汉范尔园

林公司打造特帮生态产业体验园项目。

该项目计划投资3亿元，前期已投资1.3

亿元，花海已绽放，十里画廊绵延秀美，

节假日游人如织，成网红景点。目前，该

公司在该村流转土地4500亩，每年为群

众带来230余万元的经济收入，带动60

余人在园区常年务工，人年均收入1万

元，为群众持续增收、稳定脱贫打下坚实

基础。全村有26户贫困户均与公司签

订五年的帮扶分红协议，每户可收益

6270元，2018年户增收1700元，带贫效

果明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振兴为

关键，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努力实现生态

美与百姓富相统一。彭家湾乡走出了一

条好路子。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杨银鹏申鸿皓

平桥区彭家湾乡 乡村美景如画 产业振兴富民

社旗 打造“菜篮子”念活“产业经”

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翁应峰

望香亭下看赵老屯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靳会利穆造林

香花镇属淅川县。在淅川，素有“香

花辣椒一片红”之说，意思就是香花辣椒

形成了大产业，红了香花，红了淅川。

香花辣椒种植的历史已不可详

考。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县

香花辣椒年种植面积已达万亩以上。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县年种植规

模一直在15万~20万亩。1999年，全县

辣椒年种植面积达35万亩，产量6000

万吨，产值3.5亿元。单单在2011年，香

花小辣椒年出口量占全国干椒出口总

量的40%以上，并由此形成大产业，闻

名中外，成为当地一张鲜明的地理名

片。

香花镇及淅川县辣椒产业发展是从

小辣椒开始的。1978年，当地从日本栃

木县三樱市引进“栃木三樱椒”原种，后经

过试种、培育，品质更加优良。1993年因

色泽鲜、皮肉厚、辣味浓、油分大、营养价

值高等特点，淅川县小辣椒被国家工商总

局注册商标定名为“香花小辣椒”，从而得

以发展。经过20多年的品种选育、栽培

管理，“香花小辣椒”名称拓展成“香花辣

椒”。

香花辣椒近40年的蓬勃发展与持

续的科技支持分不开：1999年，淅川县

成立辣椒科学研究所，2006年、2013年

分别通过“神六”“神十”进行太空育种，

保障了香花辣椒在品种选育、育苗、栽

培、病虫害防治、防重茬、加工、存储、品

质提升、质量安全等各方面的成功。香

花辣椒创造了四个“第一”：面积全国第

一，常年稳定在15万亩以上；产量第一，

年产干椒4000万公斤以上；专业市场规

模第一，香花辣椒城年成交额6亿元以

上，被原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第一

辣椒城”；品质全国第一，四次荣获国家、

河南省优质农产品奖和名牌产品，品牌

价值已达50亿元。

香花辣椒的品质特点可以用十个

字概括，即形美、色鲜、肉厚、辣浓、味

香。香花辣椒的植株生长紧凑，辣椒

果个头大小均匀，青椒深绿色，老熟椒

红色或紫红色；果肉厚，肉质嫩脆；辛

辣味强，难能可贵的是辣香兼备。由

于完善的质量控制措施和独特的品

质，香花辣椒于 2006年获得中国第一

批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

证，2010年，获得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

志保护登记。

随着淅川县特别是香花镇辣椒产业

的发展，一大批辣椒深加工企业蓬勃发

展，香花小辣椒走上了系列化、产业化的

广阔天地。

品味河南品味河南香花辣椒一片红

“红马甲”扮靓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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