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8日，汝阳县小店镇黄屯村

河洛人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种植

基地，来自洛阳老年大学的游客在采

摘无花果。汝阳县小店镇利用交通

便利的优势，积极引导、扶持当地小

寺、马庄、黄屯、付庄等村农民引进优

质葡萄、草莓、樱桃、冬枣、桃子、无花

果等水果，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前来

观光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特色农

业不仅丰富了城里人的假日生活，也

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拓宽了农民

的增收门路。康红军摄

特色产业
促进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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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下午，潢川县付店镇尤店村

村民王大爷来到村电子商务网点，取回

了女儿从网上给他购买的手机。

王大爷刚走，村民小张又提着两袋小

龙虾来寄送。“以前，我们的小龙虾只能拉

到乡镇收购站点卖，乡镇收购站点将货物

集中运到县城交易市场，最后发往全国。”

小张说，“如果货物多，拼够一整车，往乡

里跑一趟还划得来，可因为我们每天要卖

的小龙虾并不多，自己往乡里跑一趟既耽

误时间还浪费油钱。现在，我们只需将货

物送到村服务点，交给专业的物流企业来

运送就可以了，价格公道还省事。”

潢川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

目物流快递中标企业河南华阁供应链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甘伟说：“以前，潢川产

品销售只有商家直送和村民自提两种方

式，无论是商家和村民，都被物流成本、运

输时效、资金压力所困扰。现在，他们通

过电子商务示范县项目打造‘县、乡、村’

三级网点和物流体系，村民可以灵活采

购，降低资金压力，今日下单，明天就可以

收到货。”

既方便村民网买网卖，又降低了物

流企业成本，是如何做到的？

在潢川，记者了解到，为畅通农村电

商“最后一公里”，潢川县委、县政府召集

发改、商务、财政等县直部门，并邀请国内

研究商贸流通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制

定出通过现有物流资源整合，采用“共仓、

共配”方式，搭建“县、乡、村”三级物流体

系的“三级星形网状架构”，形成“县、乡、

镇”一级骨干循环班车配送网络，“乡、镇、

村”二级运输与配送网络，村级终端配送

网络，构建起一个快捷的工业品下行和

农产品进城的双向通道。

如何资源整合？

潢川县通过项目整合了4家快递企

业、6家快运和三方物流企业、5家有运力

的农产品企业，实现了县域内的“共仓、共

配”，通过资源共享，物流成本降低20%~

40%，县内乡镇物流配送业务中有60%

的业务实现了8小时到达，最长不超过

24小时，达到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县规定的时效指标。

目前，全县共规划了5条线路，北环

线、西线每天1班，东环线、南线、城区环

线每天两班；运力资源采用自有购买和

租赁两种方式，使用4.2米、6.8米两种厢

式机动车，根据货量情况形成循环班线。

该公司现投入6辆机动车，每日派到乡镇

的货运量为3500~4500件。乡镇服务站

和村级服务站共配备50辆电动三轮车，

开展物流配送服务和农产品上行发件业

务，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潢川县商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潢川

县以开展电子商务为抓手，推动本土农

特产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对独具潢

川地方特色的空心贡面、糯米粉、小龙虾、

华英熟食等农特产品开展溯源认证，通

过网销成为全国消费者喜爱的“潢川货”。

荷花随风落，莲蓬亭亭生。沈丘县卞路

口乡南郭庄村鼓励引导农民采用鱼、莲、藕套

种模式发展莲藕种植，目前已有400余亩，

平均亩产达7000元左右。图为南郭庄村村

民正在荷田里采摘莲蓬。王怀霞摄

8月14日，沿着蜿蜒的山路，笔者

走进孟津县小浪底镇下沟村，满眼是绿

油油齐腰高的成熟艾草。在路边田间，

村民们正挥舞镰刀，泛着白光的艾草顺

势倒下，黄土地上仿佛铺了一层白霜。

艾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有

浓烈的香气，在我国民间得到广泛利用，许

多厂家开发的艾叶精油、艾叶茶、艾香、艾

草护肤品、艾叶皂等制品供不应求。小浪

底镇属于典型的丘陵浅山区，沟坡地居多，

满足艾草喜温润、怕水浸的生长特性，加之

艾草一次种植可多年受益，非常适合贫困

山区群众种植。

几年前，小浪底镇下沟村通过实地考

察和市场调研，在全县率先实施艾草种植

及粗加工科技扶贫项目，全村38户贫困

户106人全部入股。据小浪底镇镇长李

宇翔介绍，近年来，该镇政府制定艾草发

展规划，引导贫困群众把分散的土地向种

植大户手中集中，先后成立了硒谷园种植

专业合作社等多个艾草专业扶贫合作组

织，每户每年可获得项目分红。“加入艾

草种植，当年就能见效益！”硒谷园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申保现说道，“我们种

植的艾草改良品种产量增加80%，并且

还耐旱、防虫，便于管理。按照目前市场

价格来计算，艾草叶每公斤6元，亩产

400公斤，每亩能收入2400元；艾草秆

每亩可收入1000元，艾草根每亩可收入

2000元，一亩地收入5000元没问题。如

果贫困户愿意种植，可以享受免费供种、技

术服务和回购的优惠。”

目前，该镇共谋划艾草项目7个，涉及

种植、粗加工和深加工。在“政府+公司+

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带动下，下沟

村成为孟津县艾草种植样板基地，辐射带

动周边的后村、崔岭等8个村种植艾草

3000多亩。（郑战波李晓伟谢计超）

“这两年，我通过种植豆角脱了贫，

走上了致富路。今年我扩大了种植面

积，种了6亩，效益很好，预计每亩能卖

1.3万元。”8月11日，正在采摘豆角的通

许县朱砂镇演武岗村贫困户陈红林高

兴地对记者说。

眼下，正是豆角的收购旺季，在朱砂

镇的田间地头、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商贩

和种植户忙碌的交易场面。

朱砂镇农民历年都有种植豆角的习

惯，但都是零星销售。随着近几年人们

对绿色餐桌文化的重视与青睐，特别是

城市居民对时令蔬菜的需求量增大，豆

角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朱砂镇党委、

镇政府看准这一商机，引导农民搞好种

植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对贫困群众，在

资金和技术上给予协调扶持。目前，朱

砂镇已形成以焦堂、油坊寨为中心向周

边村辐射的种植格局，全镇豆角种植面

积达8000余亩，仅此一项给农民带来

经济效益9000余万元，全镇110户贫困

户通过豆角种植实现脱贫。

“下一步，我们将辐射和带动更多在

家不能外出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

发展豆角种植，并利用电商平台，进一

步拓宽销售渠道，增加他们的收入，实

现精准脱贫。”朱砂镇党委书记李娟说。

时虽立秋，气温高企，镇平县贾宋镇

苏曹营村盛茂农民合作社的丝瓜、苦瓜却

长势良好。8月13日，来自南阳市农技推广

站、镇平县农技推广中心的7名专家，深入田

间查看蔬菜长势、指导病虫害防治，并在合

作社挂牌成立蔬菜联合试验示范基地。

专家来指导，让蔬菜生产插上科技翅

膀。据了解，为了提高当地蔬菜生产技术

含量和生产水平，南阳市、镇平县两级农

技推广部门经过多次考察和酝酿，决定与

镇平县盛茂农民合作社联合成立“蔬菜联

合试验示范基地”，并拟定以南阳市农业

技术推广站研究员兰书林为组长，以市县

6名农业科技人员为成员，组成7人技术

小组。

据镇平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杨丙俭

介绍，该7人技术小组将以盛茂农民合

作社为生产基地，经常性开展调查研究，

进行生产技术指导与交流，开展新品种、

新产品、新模式试验展示，开启“合作社+

生产+技术”新模式，把农业技术从实验

室、试验田推向农户农田，加快新技术、

新成果转化，示范带动区域内蔬菜生产

发展，提高蔬菜种植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针对盛茂农民合作社无公害蔬菜示

范基地的发展现状，专家为合作社量身定

制了丝瓜、苦瓜的科学管理方案，以有效

延长果实的采摘期，提高瓜果产量，改善

瓜果品质。

□本报记者董豪杰

交通劲吹惠民风，从此阡陌多暖春。

平舆县结合实际，对照脱贫攻坚目标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围绕“建好、

管好、护好、运营好”的“四好农村路”要

求，全面提高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带动了沿线村庄的特色种植养殖、乡村

旅游、扶贫车间、光伏电站等产业的发

展，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支撑。

城乡连通振兴产业发展

眼下正是西红柿销售的旺季，在平

舆县李屯镇乡鑫芳合作社西红柿种植

基地里，数辆运输车整装待发，这批精

品西红柿将销往郑州等地的批发市

场。“以前道路坑坑洼洼，每逢雨季，车

辆进不来，农产品出不去，现在4.5米宽

的硬化路面车辆进出方便多了，我们的

合作社越做越大。”企业负责人满心欣

喜地说。

在位于东皇街道的蓝天芝麻小镇，

绿道绵延，处处是赏心悦目的景色。节

假日里，小镇游人如织，观景赏荷的游

人络绎不绝，采摘体验、农家休闲，让村

民对以后的发展越来越充满信心。白

芝麻产业基地的发展和环线路的修建

给乡镇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财气和人

气，如今的小村变成了人气爆棚的网红

景点。

农村公路四通八达，推动了特色农

业、特色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截至2018

年底，全县土地流转面积达38万亩，新增

市级以上示范社10家、市级重点龙头企

业14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集群4个，实施

帮扶项目788个，实现30个贫困村出列、

1.4万人脱贫。

编织路网补齐民生短板

“自从道路畅通，不仅小学生能坐上

校车，中学生也能坐公交车回家了，孩子

们的安全有了很大的保障。”平舆县交通

运输局负责人表示，围绕全县道路规划

和群众需求，平舆县交通运输局完善农

村客运网络，开通预约班、学生班、赶集

班等班次，所有乡村实现了客车全覆

盖。同时，在全县16个乡镇均开设邮政

支局，开通邮路，并配备有专用邮递车，

实现了乡乡通邮车，满足了群众寄、收邮

件的需求。

管护升级美丽乡村增颜值

七月，绿树成荫，纵横交错的绿荫道

犹如一张大棋盘铺设在平舆大地，一幅

乡村美景映入眼帘。

结合国土绿化工作，平舆县按照国、

省、县、乡、村道每侧路肩宽度3米、2米、

1米的标准进行绿化培护。至目前，全县

省级以上通道绿化工程和村内道路绿化

率得到进一步完善提升，基本实现了乡

村林果化、村内道路林荫化。同时，通过

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养护工作机

制，建立了农村公路管养站、村级养护

室，招聘2400名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为

村道养护员。实现了县乡道日常养护和

保通覆盖率100%、村道日常养护和保通

覆盖率92%，创建农村公路省级文明示

范路55公里、市级“四好农村路”示范乡

镇两个。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昆明李亚超

近日，笔者回乡下老家，与村支书

交谈中得知，村里近年来涌现出近百名

“两栖农民”，他们农闲时到离家不远

的县城或邻乡打工，农忙时回家种田，

不仅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自己的腰包

也日渐鼓了起来。笔者以为，像老家这

样的“两栖农民”，各地各村应再多些。

眼下，各地有许多农民找不准家庭

增收的新路子，往往盲目跟风。你外出

打工我也跟着去，不管自己有没有技术，

适应不适应外面的环境，不少时候辛苦

一季赚不到钱不说，还把家中的农田撂

了荒。

据笔者了解，这些“两栖农民”中不

乏成功者，他们往往头脑灵活，农忙时返

村，农闲时回城，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

着生产，信息灵，渠道畅，有利于了解市

场信息，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把握自

己不同时期的生产经营重点，收入稳定

且有保障。他们不但使自己插上了致富

的翅膀，也能带动其他农户脱贫致富奔

小康。

当然，“两栖农民”的应运而生离不

开各级党委、政府为其营造良好的就业

氛围。笔者以为，政府部门一方面应积

极开展多项目、多层次的技术培训，帮

助广大农民朋友掌握一技之长。另一

方面，也要积极为广大农民创设就业岗

位，做到岗位稳定，工资有保障，既能安

心在外打工赚到现钱，又能照顾家中的

田地，如此，“两栖农民”的队伍才会不

断壮大，农民朋友的家庭收入才会不断

提高，尽快走上小康之路。（叶金福）

伊尹，商汤的开国功臣，著名政治

家，我国烹饪学、中医学、药性学、丝织业

创始人，中国美味饮食的开创者，中华第

一名相。北魏耐道元《水经注·伊水》中

详尽明确地记述，伊川县平等乡是伊尹

出生地。据《吕氏春秋·本味》记载，“汤

得伊尹，拔之于庙，嚼以灌火，衅以牺

狠。明日，设朝而见之，说汤以至味，为汤

说美味”。商汤聘请伊尹在宗庙举行祈福

的祭祀，在朝堂上以隆重的礼节接见伊

尹，伊尹向商汤讲述天下美味的精妙，把

姜、桂、菌、酱、盐、露、玉卵石作为调和味

道的美味调料，其中的“菌”即平菇。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伊川为

官，任“河南尹”数载，深知伊川平菇的滋

味，才有“欲求长生不老术，海峰真菌益

寿康”的佳句。南宋文学家朱弁在《谢崔

致君饷天花》诗里热情地赞美天花（平菇）

犹如天上的花一样味道鲜美、回味无穷。

伊川平菇有灰白色、灰褐色、黑色

等，外观油光发亮，柄短肉厚，耐寒耐

热，在2℃~33℃条件下都能生长。伊川

平菇富含蛋白质和磷、钠、钾、钙、铁等14

种微量元素，以及多种氨基酸。中医认

为，平菇性温、味甘，具有追风散寒、舒筋

活络的功效，可用于治腰腿疼痛、手足麻

木、筋络不通等病症。平菇中的蛋白多

糖体对癌细胞有很强的抑制作用，能增

强机体免疫功能。

平菇作为伊川县的特有经济作物，

1976年由伊川县外贸公司经营运作打入

国际市场，1979年全县8个公社种植，由

县外贸部门收购加工出口8万斤。近年

来，伊川县平等乡马庄食用菌种植专业合

作社严格执行国家无公害栽培标准，仿野

生原理生产平菇。2011年，“伊川平菇”

获得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登记。

“瞧！这就是俺种的秀珍菇，一共有

8个出菇室，基本每天都有菇可以售卖，

以现在的出菇量，还满足不了西亚超市

一家客户的需求。”8月13日，在淮滨县

固城乡王营村的蘑菇种植基地，正指挥

工人采菇的基地负责人黄嘉宾满头大汗

却笑容满面。

今年56岁的黄嘉宾有着30多年的

育菇经验，从高中毕业就跟着老乡在部

队农场培育香菇和银耳。2000年，黄嘉

宾应聘到杭州市农科院当技术研究员。

工作期间，黄嘉宾被一种从台湾引进的

秀珍菇吸引，在见证了它的发展前景后，

他萌生了返乡种菇的“创业梦”。

2016年秋，在村“两委”和脱贫攻坚

驻村工作队的引导和帮助下，黄嘉宾投

资近200万元，在该村成立了淮滨县蕈

丰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了“秀珍

菇”品牌，成为全县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种植秀珍菇的合作社。

目前，该合作社主要种植秀珍菇和

姬菇两个品种。秀珍菇适应中高温，4

月份种植，采收到10月份；姬菇适应低

温，10月份种植，采收到次年4月份，同

一菇室循环种植，不仅节省了种植成本，

还使利益达到最大化。目前，该合作社

一个出菇室两种不同品种的小蘑菇一年

共出菇4万斤，按照市场均价5元，年收

益可达160万元以上。

“今年我们村建立了秀珍菇种植党

支部，在该党支部的积极带领下，35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秀珍菇种植与管

理，4户贫困户参与姬菇的自种，呈现出

了‘党建强村、产业富村’的良好格局。”

该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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