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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各地播报

“我这10多亩地种的全是果树，有

桃、李、杏、梨、葡萄、苹果、大枣、石榴等

10多种果树近百个品种，光桃就有黄金

桃、仙桃、蜜桃、黄桃、蟠桃、冬桃、油桃、

寿桃等十几个品种，其中很多正在培育

试种的还没有起名子。”7月28日，在汝

南县板店乡魏岭村果树种植土专家魏永

红的百果园，魏永红一边领着记者参观

一边介绍说，“我这就是一个果树试验

园，从‘五一’到‘十一’这里鲜果不断，一

年三季有得看又有得吃，既饱眼福又饱

口福。我的果子是专门让人品尝的，我

每年从中选出一些口感好、品质优的品

种推广繁育，我另外还有20多亩苗圃地

专门用于繁育优质果树苗。”

魏永红今年57岁，2000年，他根据

本村土质特点，通过查阅资料、外出考

察，了解到黄金梨不但适合在当地种植，

而且市场前景看好，便向群众宣传这个

项目，并积极带头种植，牵头成立了“永

红黄金梨种植合作社”。通过近十几年

的发展，板店黄金梨已辐射魏岭及周边

的潘庄、玉皇庙等村，种植面积达千亩以

上，并注册了“板店黄金梨”商标，魏永红

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果树栽培“土专家”。

掌握了一定种植经验的魏永红没有

满足于现状，而是把目光投向新品种的

引进和改良上。

“我的百果园就是为了做试验，无论

在什么地方，只要发现有好的品种，我都

不惜代价引种进来，观察、掌握它们的生

长特点和抗病虫害能力，结出的果实让

参观者免费品尝，通过品尝者的评价确

定哪个品种可以推广，哪个品种需要改

良。”在百果园中，魏永红指着一棵用丝网

罩着的桃树说，“这一棵可是个宝贝，是我

今年春节后专门从安徽一家桃树育苗基

地带回来的，连车费花了近2000元，这个

桃完全成熟后还能继续在树上挂20多天

不落果，销售期长，且口感脆甜，果味纯

正，品质绝对上乘，现在还在试种期，也没

有名称。明年我准备先繁育100棵扩大

试种面积，如果3年后性状稳定，我就在

全乡推广这个品种，再给它起个响亮的

名字，就像黄金梨那样打响品牌。”

随着时间的推移，魏永红的百果园

内果树越来越多，种类也愈加丰富。尽

管有那么多果子，魏永红从来没有卖过

钱。果园里成熟的果子大多被前来参观

的村民尝了鲜，或者被送人品尝。

“我建这个百果园的最终目的就是

为了繁育推广新品种，经过百果园试种

成功、在我的苗圃繁育推广的果树品种

已有20多个，光黄金梨就有早、中、晚三

个品种，黄金桃也有两个品种。由于我

的苗木品种齐全，且都经过多年试种，每

年前来联系果树苗的客户络绎不绝，不

仅有附近村庄的，还有相邻的三门闸、宿

鸭湖以及平舆县阳城镇、万冢乡的，最远

的客户来自确山县、正阳县，每年销售苗

木的收入都在50万元以上。我对百果

园越来越充满希望，相信会有更好更优

质的水果从这里走出去。我有信心把我

们板店乡打造成‘百果之乡’，让黄金梨、

黄金桃像它们的名字一样为板店群众带

来‘黄金运’。”魏永红喜悦地说。

7月26日，走进叶县廉村镇高柳村

宣霞的家，记者一眼就看到了院子里绳

上晾晒着的一排排干菜叶子。

“这是马齿苋、玉米菜……仓库里还

有芝麻叶、萝卜樱等。这些菜在农村很

常见，有的甚至都没人要，我把它们加工

后晒晒就能卖个好价钱。”宣霞笑着说。

今年40岁的宣霞是廉村镇高柳村

人，嫁到漯河市后外出务过工、卖过服

装、开过饭店。每次逢年过节回娘家，她

总会带一些母亲晒制的干菜回去，之前

没吃过干菜的丈夫尝了连连称赞。“我从

小吃父母晒制的干菜，腌制的咸菜、酱

菜，觉得特别美味。这些是不是可以作

为一门生意来做呢？”听着丈夫的赞叹，

宣霞灵光一现，有了做干菜生意的想法。

宣霞并没有盲目开始投入生产，她

先是从网上购买畅销产品，不断地品尝、

学习，自己一遍遍地尝试着做。

“不少村民把萝卜缨都给扔掉了，其

实这些叶子既有营养又好吃。”通过全方

面了解，宣霞知道菜叶子的营养成分不

亚于普通蔬菜。于是，一些在村民眼中

没用的野菜、“废菜”被她当成了“宝贝”。

经过两年多的摸索，2017年，宣霞决

定在自己娘家将想法付诸实践。她拿出

自己积攒的十几万元存款，购进封口机、

真空机和灌装机等设备，开始了干菜加

工，通过电商平台销售。

“刚开始只生产干野菜，由于价格公

道还好吃，供不应求。后来又从周围村

庄和外地收购品质好的豆角、萝卜等蔬

菜进行晒制加工，销售同样很好。”宣霞

说，随着摸索发展，她不断扩大干菜品

种，目前，已经有玉米菜、萝卜缨、萝卜

干、冬瓜干等14种干菜。

宣霞说，干菜制作看似简单，其实有

很多工序。通常需要先把菜叶子分开，

选出鲜嫩、形状完好的叶子留用。选好

的叶子经过清洗后，放入甩干机脱水，最

后平摊或挂在绳子上自然风干。

宣霞发现，五六公斤的鲜菜叶能晒

出一公斤左右的干菜，其商业价值不容

小觑，而且干菜存储时间长，包饺子、熬

汤等口感营养俱佳，市场上抢手得很。

“这种袋装的干豆角每袋230克，零

售价在13元左右。”宣霞拿出一包产品

介绍道，她每天可以装100多袋。

初尝甜头后她便想着扩大规模制作

酱菜和咸菜。听人说“黄豆要买东北

豆”，宣霞便托人购买了一批东北黄豆用

来制作酱菜。经过品尝，发现其口感没

有市面上的好，这让宣霞犯了难。她通

过向村里老人请教、上网查询，最后发现

使用本地黄豆做出来的酱菜口感更好。

“现在好几种酱菜都研制成功了，但

还没有对外销售，主要是在等生产许可

证和产品检测报告审批下来，之后我们

就可以批量生产。”宣霞说，今年她成立

了河南省土里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并

自筹资金100万元，建设了占地4亩的厂

房，目前机器设备已准备就位。

为了在网上更好地销售产品，宣霞

参加了县里组织的电商人才培训班，并

专门学习了抖音和快手的拍摄方法。对

于以后的发展，宣霞有自己的想法：“我

想在村里流转土地规模种植干菜所需的

原料，打造加工产业链条，带领村民一起

用菜叶子‘铺’出一条黄金路。”

7月21日，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黄

底村村委会门前的文化广场上热闹非凡，

一首首旋律优美欢快的广场舞曲打破了

山村的宁静，村民们用欢快的舞步跳出了

脱贫新气象，也奏响了乡村振兴的乐章。

近年来，湖滨区以文明村镇创建为总

抓手，致力于繁荣农村文化，培育文明乡

风，建设优美环境，不断丰富广大农民群

众的精神家园，提升农民群众精神风貌，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培”“抓”并举
精神文化生活“富”起来

为扎实推进新时代乡村文明，提升村

民幸福指数，湖滨区从各类群众文化文艺

培训做起，提高基层文化骨干和群众文艺

爱好者的整体水平。积极参加“春满中

原”“百城万场”以及“美丽三门峡”系列群

众文化活动三部曲等群众文化展演及赛

事，持续开展建设“五个湖滨”群众文化活

动展演，举办了“中流砥柱”中国（三门峡）

黄河大合唱艺术节、“涵养城市文明”读书

文化节、“东城擂鼓”鼓舞大赛等品牌文化

活动，较好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全年累计开展合唱、舞蹈、戏曲、文

化产业、市场管理等各类培训15期，受训

人员1300多人次，带动了全区群众文化

活动开展。

“破”“立”并举
乡风民风“淳”起来

交口乡北梁村，在村中心位置文化

广场建成精神文明建设宣传长廊。高庙

乡扶贫易地搬迁安置点，砥柱社区建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模范事迹宣

传一条街、乡村历史文化一条街。会兴

街道东坡村、磁钟乡赵后村等村，分别在

村主要干道墙面上绘制以传统优秀文化

等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走

廊，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道德

的浸润。

四季变换，宣传内容更是在村民们的

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此引领下全区

凝聚起向上向善的强大正能量。去年以

来，全区5个乡街道共评出“好媳妇好婆

婆”320余人、“十星级文明户”200余户、

新乡贤152人、文明家庭上百户，共评选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

爱亲”“爱岗敬业”5个类型湖滨好人40名

个人和1个集体，全区贫困村示范户中共

选出“美丽庭院”80个，评出“好婆婆”45

人、“好媳妇”45人。

全区39个行政村结合村情实际建立

完善了“一约四会”制度，引导群众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全区3个乡、两个涉农街

道47个行政村共成立孝善理事会39个，

设立孝善基金17个，受益老人64人。

“治”“建”并举
人居环境“靓”起来

在湖滨区，有这样一个“世外桃

源”——会兴街道东坡村。踏进村子你会

发现，绵延至村尾的水泥路铺道，道路两

边树木林立，竹叶青青，鲜花绽放，随处可

见的垃圾桶和尽责的保洁员，让这个村子

变得干净整洁。

“以前娃儿出门耍一圈回来一身都是

灰，就像个‘泥娃娃’呀！”村民们回想起以

前，忍不住这样评价：过去是“走路一身

土”，如今是“走路一阵风”。

文明不文明，关键看环境。近年来，

该区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

升为主攻方向，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所有村均足额配置保洁队伍，年清运

垃圾1800吨，严格落实“河长制”，完成河

道排污口截污纳管30处，畜禽养殖污染

治理 49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率

100%，创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9

个，建设“美丽乡村”省级示范村3个、市

级试点村15个，加大了乡村振兴的步伐。

“要坚持以实干促乡村振兴，结合我

区实际情况，分类推进，加大投入，激发广

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激活乡村振兴内

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湖滨区委书记

亢哲楠说。

7月 23日，市民在宝丰县

周庄镇马起营村赏花游玩。从

2019年春开始，该镇在湛河源

头马起营村规划种植月季、食

用玫瑰、百日菊、波斯菊、格桑

花等数十个品种的花卉，促进

了当地乡村游的发展和人居环

境的极大改善。目前，200多

亩纵横成片成行的花海姹紫嫣

红，清幽的香气散发在花海上

空，带给游客视觉和嗅觉的双重

享受。王双正摄

7月28日，笔者在内黄县东庄镇三流

河村北地的大棚里看到，一株株秋茬西红

柿、辣椒绿里透黑、黑里泛绿、旺盛生长，

有的西红柿已开花，人们正忙着喷药防病

治虫。正在给西红柿浇水的村民魏三俊

说：“按凯军讲的法儿管理，秋茬大棚瓜菜

看来又有希望大丰收。”

魏三俊说的凯军，是三流河村村民，

细心、认真、爱琢磨种庄稼的事，是方圆

十里八村有名的“庄稼筋”“田秀才”。不

光爱钻研，凯军还乐于助人，不管本村

的还是外村的，谁有疑难问他，他总是

耐心细致地解答，临别还要让你再给他

讲一遍，直到全明白、一点无误才放你

走。同村村民张艳杰前些年一直在外

打工，第一年种瓜菜时，凯军不仅一遍

又一遍地给他讲生产要点，并多次到他

家的大棚里手把手示范。从2016年起，

连续三年，张艳杰家的大棚瓜菜都获得

了大丰收，今年早春茬瓜菜更有喜人收

入，5亩多西红柿、8亩多甜瓜净收入24

万多元。

近年来，村里种大棚瓜菜的农户越

来越多，今年春茬瓜菜种植面积达到

356亩。见到李凯军时，他心事沉沉地

对笔者说：“秋茬大棚瓜菜生产期间天

气变化很大，生产中得格外留心，一定

要按长势采用恰当的方法应对。”为了

能帮助大家种好秋茬瓜菜，最近不管天

多热，凯军往大棚里跑得更勤了，三四

天就把村里的大棚跑过来一遍，发现谁

家的瓜菜有不好的苗头，就赶紧告知，

讲清讲细该怎么应对。

有人笑着问：“为别人家的瓜菜忙

活，不得一分钱工资，你图个啥？”凯军

说：“党引领咱走富路，先富莫忘了后富，

俺只图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为党添光

彩！”（杨春旺刘向坤）

7月25日上午，笔者来到内乡县王

店镇薛岗村回子岭千亩果园，虽然正

值酷暑，但果园内人头攒动、车声隆

隆，人们正忙着采摘、挑拣、装箱各类

新鲜瓜果。

果园负责人刘有功高兴地介绍说：

“回子岭共有果园3000余亩，种有樱

桃、蟠桃、寿桃、水蜜桃、油桃、红李、黑

李、杏等10多种果树，基本一年四季都

有水果吃。今年春季风调雨顺，果树授

粉好、挂果多，夏季虽有点干旱，但果园

有浇水设施，工人们管理到位，结的果

实又大又鲜，还很甜，市场供不应求，价

格当然也很不错。你看，刚一装好箱就

有车来拉走。附近的村民天刚亮就来

果园帮工采摘，晌午和下午天热了就在

大棚里挑拣果子、装箱、装车，每人每天

有60元的工资。”

“老板果园大丰收，俺们天天有活

干、有钱赚，稳定脱贫不成问题，俺家孩

子上学也不用愁了！”一位大叔喜笑颜

开地说。

担任薛岗村村支书20多年的薛英

豪大声地说：“回子岭原来是长满荒草

的山坡，2014年通过治山整地，改成了

现在的梯田，以每亩100~300元的价格

流转给乡土人才刘有功。他先后投资

500余万元配置水利等设施，引进种植

桃、李、杏等多个新品种果树。经过5年

的精心管护，目前各类果树已进入盛果

期，原来的荒坡野岭变成了现在花果

山。村里每年有30余名出不了远门的

富余劳动力在此长年就业，每人每月工

资1000~1800元。”（周君晓樊光峰）

“只靠政府发补助，自己不努力，永

远也脱不了贫！”7月21日，在社旗县李

店镇半坡村举办的“农民学校”培训课

堂上，来自该村的脱贫户徐建青站在讲

台上发出了自己的脱贫感言。

两年前，徐建青还是一个建档立卡

贫困户，后来，在村里扶贫干部的鼓励

下开始学习食用菌种植技术，探索利用

麦秸和玉米秆培育食用菌获得成功，培

育出的鸡腿菇肉质细腻，口感颇佳，目

前食用菌规模达到5万袋，销量供不应

求。平时，徐建青还利用高温时期蘑菇

繁殖迟缓的空档，批发时令蔬菜到周边

集镇零售，一年下来，家庭年收入翻了

几番，2016年顺利地脱了贫。

半坡村坡高路陡，地理位置闭塞，产

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经济

基础十分薄弱。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在

李店镇党委和驻村帮扶单位的大力扶

持下，村内基础设施逐步得到完善和提

升，国储林项目、畜禽养殖、扶贫微车间

等特色产业也渐渐培植起来。但在致

富增收的同时，也有一部分贫困群众思

想上比较消极懈怠，缺乏自主发展的积

极性，存在“等靠要”思想。

为进一步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

力，使“脱贫光荣、安贫可耻”的理念深入

人心，半坡村脱贫责任组在全县“一设两

评四榜”活动的引领下，专门为贫困户举

办精神脱贫、实用技术、生产技能和发展

创业等相关培训，让脱贫户走上讲台，分

享自己的脱贫历程，讲出自己的脱贫故

事。

“以后村里的农民学校将持续开展

下去，让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积极行动

起来，通过政府扶贫政策的引导，依靠各

自勤劳的双手，努力脱贫致富奔小康。”

半坡村党支部书记赵飞如是说。（贾景）

如今，走进尉氏县大马乡马古岗村，

一条条平坦宽阔的“富民路”直通家门；

一盏盏崭新的路灯像夜空星辰，点亮村

庄；一座座整洁舒适的农家小院优雅别

致；村头的党建文化广场成了村民茶余

饭后的最佳去处……昔日贫困村的面

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该村70多岁的清洁工马平，见证了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村容村貌、户容

户貌发生的变化，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

了这种变化带来的幸福。

“早些年都是泥巴路，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想干净都难。”马平说，“粪

堆、粪池、臭烘烘的厕所，短短几年，这

些都找不到了！”

更让马平兴奋的是，今年下水道也

纳入了扶贫资金整修范围，新的下水道

建成后，下雨不积水，村民们也不用担

心刷碗拖地的水没地方倒了。随之而

来的是更大的变化，“厕所革命”在马古

岗村实施。乡财政免费为农户修通道、

发料、施工，村民摆脱了旱厕的脏、臭困

扰。基础设施的改善，让村民的居住环

境发生了变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

民们的生活习惯。“政府掏钱添设备，政

府花钱雇人打扫卫生。”马平说，现在马

古岗村家家门口都有垃圾桶，每天都有

专人过来清除垃圾。

马古岗村北头进村的路口，原来是

一条小水沟，杂草丛生、污水横流，一到

夏天蚊蝇乱飞，很少有村民愿意靠近。

如今，乡财政出资填平了水沟，建起了

文化广场，村民们将现在农忙时节很少

用到的石磙、石磨盘等摆放在广场边

上，当“桌椅”或“路石”。

马平说：“乡里统一规划，栽种了花

草和树木，还安装了健身器材。”马平

说，“乡政府在广场对面的墙壁上画上

孝老敬老、党建、扶贫宣传画，村民都喜

欢聚在这里，跳跳舞、下下棋、聊聊天，

村民的娱乐生活丰富多了。”

三门峡市湖滨区

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张玉

汝南“土专家”魏永红 引种百果园带来“黄金运”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红卫

叶县农家女宣霞 菜叶子“晒”出致富路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培珠张茜茜

花海赏花
度盛夏

瓜菜能手李凯军

不拿工资的热心农技员

清洁工马平眼中的马古岗村

□本报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邵海华马承恩张平森

内乡县王店镇

果园丰收 脱贫不愁

社旗县李店镇

脱贫户走上讲台传授“致富经”

致富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