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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杂谈

品味河南品味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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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登记
成果汇编——《品味河南 农
产品背后的故事》
主 编：陈丛梅 樊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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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敏 史俊华

各地播报

济源市

蔬菜制种保险 解了农户之忧

叶县农民赵朝阳

种植黄金梨 走上“黄金路”

西华县

蚂蚁金服让村民融资“不是事儿”

淮滨县

抱团种菜 种出“钱”景

西峡县重阳镇

一村一品助力乡村振兴

他山之石

随着休闲农业等第三产业兴起，好多

地方的小吃有了新的活力。而一说到小

吃，资深的美食家随便就能举出像武汉热

干面、柳州螺蛳粉、厦门海蛎煎等，仔细看

一看名字就能发现，有名的小吃往往会带

有地名，也就是说，小吃，同样是地方经济

发展的一张名片。对于乡村来说，小吃所

带来的机会更有看头。

而现实也是，小吃引起了很多地方的

重视。广西柳州明确提出用工业的理念

谋划推进柳州螺蛳粉产业升级发展。浙

江开化、新昌等地方先后启动小吃富民产

业，专门出台地方性发展方案，甚至还有

专项基金。

小吃如何发展起来，又如何真正让地

方群众的腰包鼓起来呢？可以从这些方

面来思考。

首先，小吃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性价

比高，味道独特。小吃要想发展好，必须接

地气。有人觉得如果非得追求性价比，小吃

摆脱不了低端路线，但小吃其实是一种情景

交融的产物，就算开发出了高端的小吃宴，

大家正襟危坐，未必能感觉到那种欢脱的气

氛。盲目攀高，并不一定是好选择。

第二，小吃之所以有名，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它具有很大的独特性。跟当地的

餐饮口味，农产品种类有非常直接的关

系，所以，就算是走出去也要保持最传统

的味道。虽然味道变一变，可能会让更多

的消费者吃着顺口，但是，也会因此没有

了那种让人一吃就忘不了的特征。在小

吃推广的过程中要有周密考虑，慢慢在口

味相近的地区推广，逐步扩大。贸然进入

饮食口味差别很大的地区，有可能市场认

可比较慢，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在地方餐饮品牌推广过程中，

最好不要强行编造传说故事。某些地方

推广餐点时喜欢发掘甚至编造一些看似很

有趣的传说，但说来说去都离不了那几位

古代名人，反而失去了特色。小吃应该保

持淳朴本色，用味道留住消费者。(张子雨)

朱阳镇位于豫陕两省卢氏、灵宝、洛

南三县市接合部，隶属我省灵宝。关于朱

阳这个名字还有一个传说。相传古时荆

山一带灾情严重，黄帝闻讯从昆仑山前去

察看。为炼出仙丹给老百姓治病，遂采首

山之铜，汲湖水，铸鼎于荆山之下。黄帝

铸好鼎，黄龙来迎黄帝升天时，抬头忽见

其东南方旭日初升、祥云云集，遂将此处

取名“朱阳”。朱阳镇海拔600~1100米，

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地下

水资源丰富，土层深厚，易于耕作，土壤呈

弱碱性，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宜核桃种

植。2011年，“朱阳核桃”获得原农业部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目前，全镇栽

植核桃40万亩，其中挂果17万亩，年产

量4250万公斤，成为当地老百姓的主要

经济来源。

据文献记载，1977年在密县莪沟文

化遗址中（新石器时代）发掘有核桃，

1980年在长葛石固文化遗址中（氏族社

会）发掘有核桃、白榆、榛子、酸枣等植物

种子，说明在7000年前，中原地区有大量

核桃分布，核桃已是先民们日常食用品。

另据考证，“核桃本名胡桃，晋石勒讳胡更

名核桃”。石勒为晋朝大将，晋末政变，于

公元319年占据洛阳建立后赵，石勒是羯

胡人，当时中原地区群众称边远民族为胡

人，石勒不准称胡，故“胡桃”从此改为核

桃。说明距今1670年前后的晋朝，核桃

在洛阳一带已经是普遍栽培的树种。明·
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述：“胡桃生北

土，今陕、洛间甚多，汴州虽有而实不佳。”

明·王世懋《学圃杂疏》谓：“核桃北果宜山

种，亦不尽然，其产园田者壳薄仁肥，万称

嘉品，山产者多夹格不中食。”这两段记述

均说明，那时在豫西浅山地带种核桃较

多，且占优势，立地条件也能改变核桃品

质。现在，朱阳镇仍有野核桃近1万余

亩，其中大树600余株。野核桃壳厚，出

仁率较低，需用石头砸开方能取仁，但仁

香味美，果核常作雕刻玩具，其木材坚硬，

是极好的家具用材。

朱阳核桃传统上多以鲜食、干果为

主，当地逢喜庆节日或重要客人，将其与

干豆角、豆豉等做馅蒸包子，也可去壳榨

油，身价倍增。近年来，随着居民保健意

识增强，该镇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40万

亩核桃基地等优势，大力发展核桃生态采

摘游等项目，全面推广核桃为主的农家菜

系，深受游客欢迎。核桃的食法很多，生

吃、水煮、作糖蘸、烧菜，都有补血养气、补

肾填精、止咳平喘、润燥通便等良好功效。

核桃仁加冰糖捣成泥，密藏在瓷缸内，每次

取两匙，用开水冲和，冲时盅中有一层白色

液体浮起，这就是“核桃奶”，腴美可口。若

久吃以核桃仁磨粉煮成的核桃粥，能营养

肌肤，使人白嫩，尤其是老年人皮肤衰老

快，更宜常吃。另外，春季，将核桃雄花水

煮、凉拌，具有补肾健体之功效，也可与玉

米面、小麦面搅拌笼蒸，味道鲜美。目前，

朱阳当地可将核桃做成20多道菜肴，组成

核桃宴，与传统美食无缝对接。

健脑美容的朱阳核桃

蔬菜制种产业是山区农民脱贫致富

的支柱产业，事关产业脱贫成效，近年

来，济源市农牧部门与中原农险济源营

销服务部通力合作，通过“扶贫+保险”

模式为贫困人口撑起“保护伞”。

中原农险济源市营销服务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实施的蔬菜制种保险有

5大品种，即白菜、甘蓝、萝卜、大葱、洋

葱，市财政给予70%的保费补贴，农户

只需承担30%的费用，贫困户、贫困村

整体制种的自交保费部分由财政全额负

担。2018年，首年投保农户达到4145

户，投保面积1.5万亩，其中贫困户210

户650亩，五大品种投保率达70%以上，

撬动风险保障2300余万元。当年4月

受倒春寒的影响，保险理赔金额达135.2

万元，其中为165户贫困户兑付赔款

4.42万元。

为继续减少蔬菜制种户的自然灾害

损失，今年以来，济源市农牧部门继续开

展蔬菜制种保险，进一步完善四级核查

续保机制，即村、乡镇全面清查确认盖章

——种子协会校对清查——保险公司与

种子协会联合到场验标确定——市农牧

局、财政局“双随机”抽查，经过多层级把

关，确保了投保的真实性。

蔬菜制种保险开办后，取得一定成

效。一是灾害补偿后，为贫困户制种起

到了兜底作用，激发了贫困户再生产、

扩大生产主动意识，发挥了“稳定器”作

用。二是制种面积不断增加，订单规模

开始扩大，受益农户逐渐增多。三是矛

盾纠纷不断化解。之前受灾时，农户和

制种企业处于对立状态，出现了农户上

访、乡镇调解、制种企业失约，甚至制种

企业与农户之间引发合同诉讼的情

况。保险介入后，农户、保险公司、制种

企业三方共担制种风险，政策公开，透

明操作，有效化解了矛盾，化解了不稳

定因素。

2019年济源市制种农户续保势头

不减，共续保3780户1.6万亩，其中贫困

户涉及192户598.7亩，农户续保率达到

87%。（济牧）

“以前只知道埋头种地，不仅累而

且收入少。现在我在蔬菜大棚里锄草、

浇水，一个月保底工资2000元，是做梦

都不敢想的好事呀！”8月26日，淮滨县

谷堆乡符营村陈氏综合开发基地内，

“五保户”张金南拉着记者的手，激动地

说道。

让张金南“老有所养”的正是符营

村招商引回来的富民项目——特色蔬

菜种植。符营村位于谷堆乡东南，耕地

面积3265亩，土质疏松，是上好的沿淮

滩地，却以传统农耕为主，收入不高。

为了改变传统局面，驻村第一书记余力

全外出考察学习取经，最终在2018年

引进创立陈氏综合开发基地，因地制宜

种植黄豆、玉米、茄子、豆角等，还特色

发展蒜黄。余力全告诉记者，蒜黄一年

可收割7茬，仅一茬就能收入2万元，是

很好的扶贫致富项目。

患有脑梗的贫困户简金斗在基地

干活，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00元。目

前该基地固定用工10户32人，流动用

工1300人次。

像陈氏综合开发基地这样借地“生

金”的，淮滨县还有不少，比如种辣椒的

志浩种植养殖合作社、种菜瓜的绿松果

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等。为了整合这些

资源，淮滨县委、县政府引导成立了蔬

菜产业联盟，共吸纳该县11个乡镇的

33个种植专业合作社及种植大户，涉及

蔬菜种植近万亩，带动贫困户766户。

“蔬菜产业联盟下设信息联络部、

市场营销部、政策咨询部、科技指导部，

遇到难题，大家相互帮助。”谈到淮滨蔬

菜产业的发展，余力全充满希望，“有了

联盟的指导，将来利于更好地提质量、

创品牌、开拓市场。”

□本报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通讯员赵丽华

8月31日，在叶县保安镇官庄村的梨

园里，村民赵朝阳正忙着采摘满树的黄金

梨。

“今年的梨大丰收，每亩地能收获

9000~10000斤，这些黄金梨口感甜、果

型好，都舍不得卖了！”赵朝阳的话里透着

喜悦。

时光拉回到9年前，36岁的赵朝阳还

在苦苦地熬日子：家里两个孩子，妻子长

期患病没有劳动能力，体弱多病的父亲又

被查出肺癌。为给父亲治病，他花光了家

里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不少外债，成了村

里建档立卡贫困户。用他的话说，那时候

村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穷得都不敢往前

面站。

穷则思变。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

会，在好友的推荐下，赵朝阳参观了方城

县博望镇黄金梨种植基地。品尝后，他当

即决定引进300多棵黄金梨树苗，由此开

启了他的黄金梨种植之路。

黄金梨含糖量最高可达18%，口感清

甜，鲜脆多汁，但官庄村的土地多为岗坡、

河滩地，缺乏水利灌溉设施，乡亲们俗称

“石盘地”，发展林果几乎不可能。

赵朝阳偏偏有着不服输的性子，他在

临近河沟里挖水潭蓄水浇地；为学技术，

他带着干粮去博望镇“蹭课”；地里石头

多，旋耕机用不成，全家上阵一块一块往

外捡……第一年，他的梨园只结了三个

梨，但凡是尝过的人都说黄金梨核小、多

汁、无渣，口感好——这让赵朝阳十分欣

慰，也坚定了发展信心：“说明俺村适合种

植黄金梨。”

想要种好梨树，技术是关键。为了改

善果品质量，他采用成本更高的生物方法

防治病虫害，又想办法买来临近养殖场的

沼液作为梨树的主要肥料，袋子在不同的

果期套两次……“种梨树跟喂孩子吃饭一

个道理，水肥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适量

才能结出好果子。”赵朝阳坚持施有机肥

料，不施高毒性、高残留农药。目前，他正

在申请绿色食品认证。

好吃的梨会说话。靠大家的口口相

传，官庄村黄金梨在周边村镇小有名气。

2014年，梨成熟时卖到5元一斤，没出园

子上万斤的黄金梨便销售一空。此后，赵

朝阳每年都要多种上几亩梨树，如今已经

发展到了50多亩，他还注册成立了丰民

黄金梨种植合作社，加入的社员由最初的

6家发展到现在的23家。

官庄村是贫困村。在赵朝阳的果园

里，有8户贫困户长期在此务工。同时，

他的致富故事也吸引了大批外出务工的

年轻人回乡发展黄金梨种植事业。目

前，官庄村已发展黄金梨400多亩，今年

有部分果树进入盛果期，总产量有60多

万斤。

通过各级媒体的报道和利用微信朋

友圈等渠道宣传，官庄村黄金梨的销路逐

渐打开，深圳、杭州、昆山、重庆等地的客

户慕名而来。今年，赵朝阳已卖出去10

万多斤黄金梨。“我已经把近20万斤黄金

梨放在冷库中，打算错峰销售。”赵朝阳

说。

“今年夏季天气偏旱，能有现在的丰

收，多亏扶贫项目支持。”赵朝阳说，2016

年县里用专项扶贫基金为附近果园免费

筑了一个拦河坝、打了两眼深井，从根本

上解决了灌溉问题。2017年，他利用扶

贫小额贷款建起了一座小型冷库，添置了

一些农机，更新了一部分梨树品种，并且

买了鸡苗和鸭苗，搞起了林下养殖。

如今，赵朝阳成了远近闻名的“朝阳

哥”，被县里选为农业科技特派员。从

2016年开始，他先后组织进行了100多

场黄金梨种植讲座，服务农户达600余

户。他还专门建立果树种植微信群，无偿

为需要帮助的果农提供技术咨询。赵朝

阳不仅自家已脱贫，还带动周边村庄发展

梨田2000多亩，其中贫困户种植黄金梨

200多亩。去年，他光荣地获得了河南省

脱贫攻坚“奋进奖”。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培珠

“扫一扫支付宝福利码，就能从支付

宝上贷款，无担保、零抵押、实时到账，方

便快捷，感谢县品牌办为我们农民办了件

大好事，以后贷款融资那都不是事儿！”在

西华县举行的蚂蚁普惠金融服务推广培

训会上，清河驿乡腰庄村益农社信息员胡

威听了专家老师的讲解后高兴地说。

近日，西华县蚂蚁普惠金融服务推

广培训会在县电商园二楼电教室召开，

县政府品牌办工作人员、北京软通智慧

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益农社信息员、种

养加基地企业负责人共计100余人参加

了培训会。

今年以来，西华县委、县政府积极实

施“一品牌四对接三基地两园区”工程，

为更好地扶持特色农业种植及种养加基

地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工程，西华县政府

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农户及种养加企业按照培训师指导

的操作流程，只需3分钟申请，1秒钟到

账，全程0人工干预，最高贷款额度30

万元。此举有效解决了村民及种养加企

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

“下一步，县品牌办将加大宣传力

度，采取多种形式，搞好宣传工作，年底

涉农贷款争取突破10亿元，为我县乡村

振兴注入新活力。”该县品牌办相关负责

人说。（陶宗海）

为了实现经济强镇、生态大镇、旅游

文化名镇这一目标，西峡县重阳镇抓住

文化名镇这一金字招牌，从一村一品做

起，为乡村振兴打下了良好基础。

不妨沿312国道自东往西晒一晒各

村的亮点和闪光点。

半川村是重阳镇的东大门，全村

3000多亩土地，早在5年前就走在全县

实行土地流转的前沿，实行大户承包，大

面积发展猕猴桃，现已形成连片的大规

模观光采摘园，吸引不少外商投资。农

户将土地交给开发商，每亩一年获得

1200元股金收入；闲散劳力实现家门口就

业，栽树、除草、采摘，一个弱劳力一天可挣

60元，棒一点的一天可以挣100元以上。

芦沟村，全国闻名的重阳寺所在地，

较大的富民工程有12家企业，均由村“两

委”、村民小组长、老党员干部分工管

理。独有的日清月结管理模式是该村多

家企业的富民经验。

白龙、奎林两村占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重阳湖水资源丰富，村民抓住有利机

遇大力发展猕猴桃产业。这里的果农个

个是专家，家家懂技术会管理。2017年，

奎林村有8家猕猴桃种植大户，多的收入

14.6万元，少的收入也在8万元以上，4

家贫困户种植猕猴桃收入达3万元以

上。白龙村两个承包大户杨氏兄弟，今年

分别创出42万元和31万元的销售记录。

上街、下街、云台村的樱桃、木瓜远

近有名。水峡河村千亩土地流转，大面

积发展猕猴桃，大户承包已形成规模。

下街村梅家峪万亩野生猕猴桃名扬国内

外，西北农业技术大学的教授、新西兰的

猕猴桃专家每年都要来此观光考察。

三坪、洪湖村也在大力发展野生猕

猴桃，同时两村的光伏发电项目已经入

驻，村民脱贫致富就在眼前。

五朵村人口稀少，但“罗云舞”历史

悠久。不管谁家有红白事，都会有免费

文化大餐送上门儿，敲一敲、跳一跳、唱

一唱，热闹非凡。这“罗云舞”也跟随形

势走出大山，唱到西峡、唱到南阳，现正

在申报重阳“罗云舞”物质文化遗产。（金
晓申海军）

据报载，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陈黄

村有一条500米长的“说事长廊”，自去

年建造以来，每月接待村民说事近10

次，已调解化解各类矛盾百余次，依靠

“说事长廊”基本上做到了“小事不出村”

的基层自治。

陈黄村的“说事长廊”缘何有如此魅

力？笔者以为：一是有了“多功能”的休

闲文化。该村除了文化礼堂里一应俱全

的村史馆、图书室、春泥活动室、运动场

等学习和娱乐场所外，还建造了一个栽

满树木、充满鸟语花香的“说事长廊”，成

为村民们饭后闲暇聚集休闲的“精神家

园”。大家都习惯在长廊里边散步边倾

诉，有了家长里短的烦心琐事，到了这里

互相一诉说，情绪释放后，就心平气顺

了，充满着乡土文化气息。二是有了“心

贴心”的亲民文化。村支书在晚饭后只

要有空也像其他村民一样来到长廊听村

民说事，当起“老娘舅”。一些看似不可

调节的矛盾，经村支书把道理说透讲明，

一下子就得到了化解。村干部经常和乡

亲们面对面、心贴心地交流和沟通，也随

时了解村民的意见和想法，使许多矛盾

和问题及时解决于萌芽状态，增加了村

民的满意度。三是有了“拉家常”式的邻

里文化。在长廊中由村干部调解矛盾和

纷争，或围坐在一起，或边走边聊，邻里

之间，无拘无束，心平气和，村民们达成

了“有事好商量”的共识，提升了村民自

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完善的主观能

动性，从而形成了良好的村风和民风，提

高了村民的幸福指数。

“说事长廊”的经验给人们这样的启

示，乡村文化的滋养，发挥着教化育人、

凝心聚力的作用，积极创设有效的文化

载体，提升村民的精神文明素养，是化解

农村社会矛盾最好的润滑剂。（费伟华）

夏邑县马头镇孙庄村村民孙萍创办家庭农场，种植猕猴桃、早熟核桃、宝冠萝卜等特色蔬果，带领村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图为9月3

日，孙萍在猕猴桃园里进行生产管理。苗育才摄

小吃经济
构筑富民大产业

“说事长廊”的启示

创办家庭农场 带领村民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