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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各地播报淮滨县

蔬菜大棚架起致富路

民权县

黄土地里长出新希望

□本报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阳
通讯员赵丽华刘伟峰

泌阳县贾楼乡禹楼村以前是一个贫穷

落后的小乡村，自近几年党的脱贫攻坚政

策和乡村振兴东风吹进这个小村后，村容

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远近闻名的示

范村。8月20日，记者走进禹楼村，聆听村

民脱贫致富后的幸福心声。

公路通到村门口

中午十一点，贫困户禹定林坐着从县

城开来的班车在禹楼村部前下了车。“如

今是真方便，从县城到俺村几十里路，坐

班车只需要40分钟，车票也只要8块钱！”

禹定林笑着说。

多年来，出行难一直困扰着禹楼村

民。想想以前，别说从禹楼村到县城，单

单从禹楼村主街到乡里一段只有3公里

的公路，就得走上1个小时，碰上雨雪天，

更是苦不堪言。

从2015年起，驻村第一书记刘明一和

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一起，把改善交

通设施条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积极联系项

目，投资100多万元对村内村外道路实现了

硬化，彻底解决了出行难问题。

“现在不仅做到了村村通，有些村还

实现了户户通。自从村内村外道路修好

之后，小汽车已经在很多家庭普及，有的

甚至还有两辆汽车。县城到禹楼村的公

交车一天有4个班次，不想开车的话乘坐

公交车也很方便。和以前比起来，村里的

交通条件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禹

楼村党支部书记禹定伟说。

旱厕改造美乡村

“以前我家卫生间外面的化粪池就是

用一块木板盖着，一到热天，苍蝇蚊子成

堆，臭烘烘的。改厕后，用水一冲，一点臭

味没有，蚊子苍蝇也不见了，这都得益于党

的好政策。”8月2日，一进村，村民禹建龙

就向大家介绍改厕的好处。

与禹建龙一样对无害化化粪池赞不

绝口的，还有本村村民禹定申。他说：

“我家的化粪池也改造了，由于俺是贫困

户，俺家的厕所改造还是免费的。实践

证明，厕改又卫生又方便，对老百姓确实

有利。”

“一开始村民对厕所改造的积极性不

高,通过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不少村民看

到了厕所改造后的好处，实现了从‘不想

改’到‘我要改’的观念转变，全村202户

每户都实现了改造，成为全乡的示范样

板。”驻村第一书记刘明一深有感触地说。

产业撑起一片天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根本。村“两

委”班子和驻村第一书记一起积极引进产

业项目和持续扩大就业，让产业之花在村

庄遍地开放。

李爱是禹楼村的贫困户，公公患有

直肠癌，常年吃药，全家仅靠丈夫外出务

工糊口，生活非常困难。丰盈制衣的产

业扶贫示范点让李爱看到了新的希望，

一大早，李爱就换上干净的工装，来到了

丰盈制衣在禹楼村委的产业示范点上

班。她高兴地告诉记者：“俺现在农活、

打工两不误，还能照顾生病的公公，真是

一举多得！”

丰盈制衣厂的扶贫车间是该村产业

扶贫的一个缩影。经过短短几年，如今，

金汇源建材有限公司、白云山肉牛养殖

场都在这里设立了扶贫车间，安置村上

多名贫困户在此就业，让他们在家门口

就实现了脱贫增收。此外，村上投资

100多万元发展的光伏发电已经连续实

现几年稳定分红，贫困户每户每年可实

现分红1000元。

除此之外，村委还结合乡村和村民实

际，不断加大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扶持力

度，让广大村民，特别是贫困群众依托就业

和发展特色产业致富，村里不断涌现香菇种

植大户、肉牛养殖大户、务工致富户、运输致

富大户等各类勤劳致富户。

“现在俺村是户户有产业、人人有就

业、户户无闲人、家家把钱抓，真是变化大

啊！”这是如今村民对禹楼村的一致高度

评价。

文明浸润村民心

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广

大村民形成真正的道德养成，让文明乡风

真正扎根到村民的心坎上。

走在禹楼村装扮一新的文化广场，人

心旷神怡，如沐春风，幸福满满。一幅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勤劳致富，劳

动光荣”的美丽宣传画面不断映入眼帘，

孩子们在广场上愉快玩耍。一到晚上，在

明亮的路灯照耀下，村民三五成群在这里

跳舞、歌唱，文化广场成为欢乐的海洋。

自从有了小广场，村里打牌赌博的基

本绝迹，邻里关系和婆媳关系也和谐很多，

乡风逐渐文明起来。村里还广泛开展“十

星级文明户”评选、“文明家庭”评选、“好媳

妇”评选、“好公婆”评选 等各项文明评选

活动，涌现出一大批文明之星。

禹楼村的好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每一位村民，家家户户都以“好家风”家庭

为榜样，积极争取上进，村民们讲话、做事

也都更加注重文明了。

“禹楼村的变化只是全乡的一个缩

影，贾楼乡一直以来不断筑牢产业基础，

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在治理有效上不断探索，下一步，将进一

步加大乡村振兴的步伐，让全乡变得更加

美丽和富裕！”贾楼乡党委书记袁洋面对

未来信心满怀地说。

泌阳县贾楼乡禹楼村

村容变样产业兴 乡风文明润民心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陈远志

“啧啧！看这‘上海青’长势真好，

运到市场上准能卖个好价钱！”8月22日

一早，民权县龙塘镇干部带领农技人员

来到该镇申庄村已脱贫农户轩秀兰承包

的蔬菜大棚里，现场察看蔬菜长势，帮她

解决蔬菜生产难题。

谈及承包的170座蔬菜大棚今年的

收入情况时，轩秀兰开心地掏出手机给

大家看：“怎么都想不到俺也学会手机上

卖菜了，以后再不用起早贪黑地赶集卖

菜了。现在每天都有菏泽、平顶山、北京

等地的客户预定，有的直接开着货车当

天就把蔬菜拉走了。现在正是蔬菜生产

的旺季，他们都争着要俺家的菜，说是对

咱放心咧！我可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啊，你看看，这手机上都有订单呢……”

轩秀兰以前是全村有名的贫困户，

加上儿媳又有残疾，生活很拮据。后来

当地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扶贫优惠政策，

她家承包了蔬菜大棚，收益一年比一年

高。“现在俺家不仅脱了贫，日子也过得

越来越红火，说到底俺得感谢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她高兴地逢人就夸。据了

解，轩秀兰承包的170座蔬菜大棚今年

收入达20万元，带动了周边百余户贫困

户就业。大棚里新栽种的20棚上海青

幼苗预计在15天之后就可以出棚销售，

且市场前景看好，订单不断。

查看完大棚蔬菜长势之后，乡干部

和农技人员当场提出了田间管理指导意

见，开出了“药方”。“生产有困难，政府都

帮着俺解决了。没说的，俺一定和乡亲

们把这‘扶贫菜’种好！”爽朗的轩大姐说

着又骄傲地笑了。

8月20日，记者来到淮滨县芦集乡

马埠口村的顺鑫家庭农场，看到15个蔬

菜大棚整齐有序排列，大棚内绿意盎

然，豆角、辣椒等蔬菜长势喜人。

顺鑫农场的负责人王振刚之前在北

京做水果批发生意，因为实诚，“铁粉”

客户众多，其中不少山东人。由于经常

往返山东寿光采购甜瓜、菜瓜等，他发

现大棚种植风险小、效益高，便萌生了

回家办家庭农场的想法。

2016年，在芦集乡领导的支持下，

王振刚租种了310亩地，种植100亩水

稻、100亩花生，其余的全部搭上大棚种

了绿宝石、红花蜜、羊角脆等。考虑到

抗拒恶劣天气影响，王振刚花费100多

万元，全部采用毛竹、水泥立杆为大棚

基本材料，然后用钢丝加固。

“今年，我的绿宝石丰收了，一亩地

产6000~8000斤，均价是2元一斤，我

全部拉到山东阜阳瑶海批发市场卖，销

路不错，一亩地获利 6000 元不成问

题。”王振刚满脸喜悦。

蔬菜大棚内，芦集乡宋湾村的宋万

勇夫妻俩正在锄草。在蔬菜基地工作

两年多的两个人算起来也是老员工了，

60多岁的他们每天正常工作8小时，多

劳多得。“做些摘瓜、锄草的工作，不累，

离家近，能顾家，收入也不错。”宋万勇

说，年纪大了还能有班上，挺幸福的。

“我70多岁了，在这帮忙干些杂活，

不感觉累，反而更有劲了，重要的是还有

钱赚。”在农场务工的姜启位喜笑颜开，

“我家比较困难，以前光种地不但辛苦，

赚钱也不多。现在一天60元工资，家里

经济宽裕多了。”

目前，顺鑫农场已带动53人就业，

其中贫困户16人。王振刚准备多租些

土地，发展采摘经济，“你看这路多宽，

空气也好，我想再种些果树，挖个鱼塘，

到时城里人开着车来摘果子、刨花生，

咱争取把这‘好风景’变成‘好钱景’。”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张增峰

夏末初秋正是芦笋生长的旺季，8

月24日，笔者从内乡县王店镇显圣庙芦

笋种植基地路过，远远看到芦笋秧已疯

长至半人多高。走近看到有村民在采摘

芦笋秧嫩芽，细问后才知道他们摘回家后

利用农村传统炒茶方法制作芦笋茶。芦

笋茶经过挑拣分类后由合作社进行统一

包装销往山东等地，价格600~1000元不

等，据说口味纯正，很受消费者欢迎。

“种植芦笋一年都有收入，春末夏初

能采芦笋当蔬菜，一亩地收入5000元左

右；夏末秋初可采芦笋嫩芽制茶，一亩地

收入1500元左右；秋末把芦笋秧统一收

割晒干后做牛羊饲草，亩收入400~500

元。俺家种了8亩芦笋，连续几年来每

年都有5万余元的固定收入，俺家今年

稳定脱贫了！”一位正在忙碌的贫困户高

兴地说。（周君晓樊光峰文/图）

进入8月，内黄县的春花生陆续成

熟，花生机收成了种植户非常关注的事

儿。他们期盼有更多的花生摘果机开到

田间，帮助他们收获花生。

8月24日，在该县城关镇东长固村，

笔者见到了花生种植大户张运明。他

说：“俺村一般的农户都种十亩八亩的花

生，俺种的多一点，十八亩半。收花生的

时节往往阴雨天多，有的年头一连几天

不见太阳，要是找不到花生摘果机，靠人

工收得忙20多天，不光是人累，花生还

很容易潮湿发黑、果仁霉烂。按七八百

斤花生亩产量来计算，花生发黑一亩地

少卖百十块钱，一般的户总体少收入千

把块钱，个别花生果霉烂程度严重的，那

就根本卖不出去，相当于绝收。”

东长固村有摘果机的农机手张明周

说：“去年，我起早贪黑地干，机收的花生

还不足村里种植总面积的1/3。据县农

机局统计，全县花生摘果机保有量800

台，532个村，平均一村仅有1.53台。实

际上一村有三四台才基本满足需要。”

花生机摘果不仅节省人工，重要的

是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开阴雨，收获的花

生干、白、净，好卖且价高。眼下，内黄县

的广大花生种植户盼望有关部门多购进

花生摘果机，满足农户的购机需求，也盼

望有更多的外地农机手，利用与当地花

生收获的时间差，来到内黄跨区作业，互

惠互利。（杨春旺 刘向坤）

专家服务团上门服务

“这下俺合作社可是如虎添翼！”8月

13日，安阳市龙安区运保红薯种植合作

社负责人王运保一边向专家介绍，一边感

叹。

王运保是远近闻名的“红薯大王”，据

他介绍，从2011年成立合作社以来，他就

开始与红薯打交道，合作社拥有40多个大

棚，占地200亩，主要从事脱毒红薯苗繁育

和红薯粉条加工。“走两端”是王运保经营

合作社的思路——以脱毒红薯苗繁育，带

动周边群众种植优质红薯；以红薯粉条加

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如今，合作社的育

苗基地超过2万平方米，可供1万亩地的红

薯种苗。“单卖鲜红薯，每斤只有5毛钱左

右，但红薯加工成粉条卖，每斤售价超过

10块钱。”王运保说。

专家一行实地考察了合作社的红薯种

植基地和育苗大棚，围绕如何拉长产业链、

提高附加值等进行了现场指导，并建议他

大胆创新，除加工红薯粉条外，还可以发展

烤红薯干、红薯片等系列产品。

当天，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经济评价

体系还与另外两家合作社签订了专家对接

服务协议，确认其为体系专家服务基地，并

授予牌匾。

集中宣讲答疑释惑

农业品牌“谁来建”“建什么”“怎么

建”？新型经营主体如何打造农业品牌，提

升产品知名度？种养业如何转型升级？如

何让农业产业绿起来？小麦产业如何实现

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同构？省产

业技术经济评价体系在安阳、驻马店召开

的乡村产业发展政策集中宣讲会上，众多

新型经营主体享受到了这顿产业发展指导

“大餐”。

8月20日，听说专家们要来，驻马店市

驿城区蚁蜂镇鲁湾村附近的新型经营主体

代表，纷纷带来自家产品野鸡蛋酱、蚕丝

蛋、小香薯、手工馒头、黄桃罐头，邀请专家

品鉴、支招。当天举行的乡村产业振兴论

坛上，80余名新型经营主体代表纷纷就发

展难题请教。以野鸡养殖生产加工为主要

业务的歌珊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将系列产品

做成10余种口味，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

需求，但本地食品推广难、节本增效难以突

破，困扰合作社发展。与会专家详细了解

现状后，分别从产业发展、品牌培育、产业

融合、绿色发展等方面进行阐述和解答，结

合驻马店市乡村产业发展实际情况，讲政

策、谈思路、提路径。

在论坛期间，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经

济评价体系首席专家、省农村合作经济经

营管理站站长张道明，从宏观上分析了我

省乡村产业发展现有的基础、存在的短板

和面临的机遇，让新型经营主体跟着大势

走、跟着政策走、跟着市场走。

服务“三农”马不停蹄

“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扎根到哪里；

基层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张道明

介绍说，落实我省科教兴农“一三五五”工

作机制，开展乡村产业发展政策集中宣讲，

是评价体系专家服务进基层的一项重要活

动。

“希望通过签订免费对接服务协议、发

放专家联系卡和服务基地牌匾等形式，来

搭建一个体系专家直接服务基层的桥梁，

让更多的农业从业者了解政策、把握市场、

找准发展方向。”张道明说，乡村产业振兴

是一篇大文章，各位专家要有担当、有作

为，深入基层，把产业发展的情况摸清楚，

把产业发展的瓶颈搞清楚，把产业发展的

政策讲清楚，上下同频共振，共同推动乡村

产业振兴。

据悉，近期，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经济

评价体系专家还将前往洛阳、商丘等地，继

续开展专家服务进基层暨乡村产业政策宣

介活动。

汝阳县地处豫西伏牛山区，

规模种植的“汝阳红薯”2017年

荣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刘店

镇沙坪村是当地有名的“红薯村”，

为生产优质生态红薯，8月23日，位

于该村的河南薯旺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购进1500余斤鲜牛奶，喷晒

在红薯叶面上，确保长出来的红薯

又甜又有营养。康红军摄

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经济评价体系

脚沾泥土服务“三农” 摸清瓶颈精准助力

阅读提示

□本报记者董豪杰

产业旺则“三农”兴。
基层缺什么？专家下地来
调查。脚沾泥土，才能准确
“把脉”；因“地”施策，才能
开出发展良方。

8月13，来自省农业农
村厅、省农科院、河南农业
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河南
科技学院的河南省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经济评价体系
专家服务团奔赴安阳，实地
调研乡村产业发展状况，对
接服务新型经营主体，开展
乡村产业政策宣介。

内黄农民
盼花生摘果机再多些

种植芦笋炒出嫩茶

汝阳
金秋薯农
管理忙

不负重托不负重托 让中原更让中原更出彩出彩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好榜样好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