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钱柳是国家二级保护珍稀树

种，树叶、树皮、树根均可入药，对‘三

高’有明显抑制作用。青钱柳叶具有调

节血糖、激活胰岛器官功能，是糖尿病

治疗史上的重大发现。”在河南兴霖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摊位前，负责人雷霆正

忙着向客人介绍。

据了解，兴霖公司始建于2011年5

月，由外出成功人士王茂地返乡创立

的，高箐青钱柳种植专业合作社是河南

省兴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伏山乡佛

山村成立的青钱柳种植专业合作社，种

植青钱柳5300余亩，是目前国内人工

种植青钱柳面积最大的基地。全村常

年有近200人在合作社内从事育苗、植

树、除草、施肥等，还通过到户增收项

目，带动全乡250户贫困户获得分红收

益。

“有了乡村振兴好政策，我们要在这

片土地上寻找自己的农业梦想！”雷霆

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

撑，青钱柳产业已成为我乡的特色产业

和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亮点产

业。”伏山乡政府一名负责人说。

商城地形地貌由南到北有深山、浅

山、丘陵、平原，自然条件良好，资源较

为丰富。多年来，逐步形成了“南部林

药茶，中部猪羊鸭，北部粮果虾，全域旅

游加”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

近几年，商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特色产业发展，确立了10种优势产业，

实行一个产业一位县委常委牵头、一个

规划引领、一个龙头企业带动、一套专

班推进。

首先从抓产业基地建设入手，以持

续推进“三五工程”（即水稻、油茶、产业

各发展50万亩）为目标，大规模推进农

田水利、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过“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提高粮食生

产效率和水平。

目前，全县水稻种植面积50万亩，

茶叶种植面积20万亩，油茶种植面积

21万亩，蜜蜂年养殖2.2万箱，水域养殖

面积水面14万亩。在此基础上，大力推

广稻鸭（虾）共作和中药材、林果、青钱

柳、豆腐柴、构树等高效经济作物种植

加工，产品产量和质量逐年提升。

“咱们农业有奔头！”信阳市副市长

胡亚才说，近年来，信阳市坚持以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农业转

型升级，实施高效种养，精深加工，打造

了茶叶、畜禽、优质水稻、弱筋小麦等省

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19个，培育了省

级以上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84

家，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达到了 114

个，叫响了“信阳毛尖”“羚锐制药”“黄

国粮业”“华英鸭”“南湾鱼”等一批国家

级农字号中国知名品牌。稻虾共作、稻

鸭共作、稻鱼共作实现了一水两用，一

田双收，再生稻实现了一稻双收。农

业+旅游、农业+电子商务等以农业为

核心的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实现

了产业链与价值链前后延伸，融合发

展，既为全市如期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强

保障，更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稻田捉鸭我最棒

摸秋比赛

农特产品展示

搬稻捆比赛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子。经过一年辛勤的耕耘，农
民迎来硕果累累的收获季
节。9月23日上午，2019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信阳庆祝活
动在如诗如画的商城县里罗
城乡村振兴示范区隆重开幕，
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观赏
文艺节目，参加农趣互动游
戏，品味新摘的美味水果，大
快朵颐一桌生态健康的农家
美食，一起分享一年忙到头的
丰收喜悦。

六大板块庆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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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歌载舞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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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趣游戏闹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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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特产品齐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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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发力助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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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 桂花香飘大别山 丰收欢庆新时代

本次庆祝活动的主题是“桂花香飘大

别山，丰收欢庆新时代”，由中共信阳市委、

信阳市人民政府主办，信阳市农业农村局，

中共商城县委、商城县人民政府承办。

近年来，商城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四

位一体”发展思路，致力于“美丽乡村，文

明城镇，幸福商城”建设，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描绘出一幅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生动画卷。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信阳庆祝活

动在商城县举办，是落实省委书记王国生

视察商城县的讲话精神，对促进农旅融

合，实现乡村振兴，以实际发展成果体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具

有重要意义。

开幕式上，一支支欢快的舞蹈跳出

了劳动人民的精气神，也让远道而来的

客人们感受到商城人民的热情；一曲曲

民歌联唱，让人们沉浸在传统农耕文化

的回忆中。

开幕式由商城县委书记李高岭主持。

商城县县长周哲在致辞中说：“商城

县委、县政府坚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任

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

农村’的指示精神，不断加大‘三农’工作

力度，切实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

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本次庆祝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里罗城是丰收节主会场，在吴河清塘坳、

鄢岗山坎村还设有两个分会场。主会场

活动分为开幕式、农民大舞台、农贸大集

市、农艺大比拼、农业大丰收、我和祖国过

生日六大板块，多形式、多场地同时展开。

开幕式后，举行了精彩的农民广场

舞展演和农民丰收摄影展、民间文艺

展。庆祝活动将持续到9月24日。

蜿蜒的小道直通乡村深处，五彩斑

斓的美景让人心醉。山坡上、田野中、广

场上……音乐声、呐喊声、叫卖声此起彼

伏，一派热闹的丰收盛景。

在里罗城乡村振兴示范区广场，铿锵

的锣鼓敲起来，欢乐的歌儿唱起来，欢庆

的舞蹈跳起来……这些地道的文化演

出，为现场观众带来了视觉享受，传递了

民间特色文化。

在激越的鼓声和动感的旋律中，村民

们身穿艳丽服装，踏着幸福的鼓点，跳起

欢快的广场舞。观众的鼓掌、喝彩声连

绵不断，展演现场喜庆热闹。

“精彩的舞蹈体现了商城县脱贫攻坚的

丰硕成果，展示了我们农民积极进取、昂扬

向上、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貌，展现了新时代

新农村的新风貌。”里罗城村民张小琴说。

商城县是歌舞之乡，是被国家文化和

旅游部命名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 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在商

城诞生，唱响全国；经典舞蹈《花伞舞》走

出国门，荣获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

欢节演出银质奖；商城歌舞曾多次进京，

走进央视，走进影视，创造了共和国县级

歌舞演出的辉煌传奇！

农民摄影及民间书画技艺展，一张张

图片、一幅幅画作，反映了商城现代农业

发展新成就，展现了农村发展新面貌，让

人观之振奋。

70名来自商城、麻城、金寨三地与祖

国同龄的老人齐聚广场，与祖国同过生

日，共话祖国发展，“我和祖国同龄，目睹

了祖国和人民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

化，爱国情感与日俱增。祝愿祖国更加

强盛，人民生活日益美好。”鄢岗镇村民

马克银深有感触地说。

小河对岸一片稻田里，随着裁判员一

声令下，几十名农民选手纷纷跃进稻田，

张开两手摸起鱼来，稻田里一片欢腾，此

起彼伏的欢叫声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

另一块稻田里，徒手捉鸭子比赛正在

上演，村民们向田里的鸭子发起冲刺，受

到惊吓的鸭子在田里飞奔，溅得大家一

身泥水，但人们浑然不顾，奋力抓鸭，现

场气氛火爆，好不热闹。

还有搬稻捆比赛，几十个村民手提肩

扛，在田间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围观的

游客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看到这

样的场景，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游客

张晓东说。孩子们则跟在身后，有的拾

捡稻穗，有的在田间玩耍。

还有一名村民正在用耕牛粑地，一名身

穿红裙子的“女汉子”站上犁耙，扬鞭一甩，

耕牛奋力往前跑起来，但“女汉子”丝毫不惧

怕，稳当当站在耙上，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商城美食也享誉省内外，为让游客品

尝到地道的乡村美食，主办方在现场准

备了商城稻田鸭、商城鲜鱼、有机蔬菜等

美食，让传统文化在旅游中得以传承，让

爱得以升华，让乡村更温暖。

中午12时，大厅里摆放数十张圆桌，

前来参加活动的群众陆续到场，大家畅

谈着、欢笑着，笑容写满脸上。随着一道

道特色菜品上桌，大家举杯畅饮，大快朵

颐。“太好吃了，你看我们吃得一点没

剩。”金寨游客田先生抹着嘴说。

在农特产品展销区，高山茶、虾稻

米、稻田鸭、香菇、葛根粉……数十种特

色农产品一一铺开，各大摊位前人来人

往，十分热闹。参展的各类农产品不仅

包装精美，而且大都拥有自己的品牌和

技术专利。

“五斗坝黑珍珠米”摊位展销点前人

头攒动，大米封在包装袋中，非常精美。

展区内还设有脱贫攻坚专区，主办

方特地为贫困户开辟了农产品售卖

区。贫困户们将自家多余的蔬菜、水

果、土鸡蛋、土蜂蜜等农特产品带到现

场销售，生意非常火爆。来自安徽金寨

的游客张女士一路品尝一路购买，不一

会儿已经买了商城高山茶、土蜂蜜等多

种特色农产品。

近年来，该县加强特色产业品牌建设，

积极实施农产品“走出去”战略，大力推进

“三品一标”认证工作，保护地理标志农产

品，培育了一批市场信誉度高、影响力大的

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目前，该县获得有机农产品、绿色农

产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共6家，“商茶

油”“商桔梗”等五大类产品被评为“国家

原产地标记注册保护产品”，商城高山

茶、商城鲢鱼等10大类产品入选国家生

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商城县县长周哲告诉记者，2018年第

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交会上，他在央视对商

城高山茶进行宣传推介，现场达成40多

万斤采购意向。过去商城有“三宝”：蚕吐

丝、蜂酿蜜、树结油；如今又有“新三宝”：

高山茶、净水鱼、鸭田稻。通过培育特色

农产品品牌，构建多元市场营销体系，努

力形成一批特色高效经济作物产业带和

产业板块，实现产业全覆盖。

该县除了大力发展绿色天然高山茶

产业外，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激活农村

经济、助推乡村振兴。

里罗城有清澈见底的溪流，有各色

各样的农副产品，原汁原味的自然生态

和农产品让游客们流连忘返。“欢迎广大

朋友们来这里游玩，热情好客的里罗城

人民真诚欢迎您的到来！”村民张小琴作

出欢迎的手势说。

香高味浓的野山茶、珠圆玉润的虾

稻米、晶莹黄亮的山茶油、香甜馥郁的土

蜂蜜……各种各样的特色农产品，摆得

满满满当当，引来络绎不绝的客商，场面

火爆热烈。

一大早，村民刘法友就带着自家

产的“大别山沁友菊花茶”等特色农产品

来到原耕电子商务公司摊位前，让电商

人员帮助售卖。

据原耕电子商务公司负责人杨乐介

绍，此次活动共吸引全县10多家农特产

品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种

养大户的农特产品来参展，吸引来自周

边三省几十家客商前来采购。

“如何让特色农林产品走出去，怎样

把丰富的旅游资源推出去，现实的选择

就是为农产品插上翅膀，大力发展电子

商务。”商城县商务局局长胡峰表示，商

城县电商发展突飞猛进，电商助力脱贫

攻坚成效显著。仅2018年，全县就新增

电商企业和个人2560个，线上线下销售

本地农产品100余种，完成订单2000万

个，实现销售额22亿元，直接和间接带动

贫困户3万户，带动贫困人口8.5万人。

“我们先后制定出台一系列文件，

对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政策

支撑体系等进行了优化。探索建立了

‘产业树’模式，即以龙头企业为树干，合

作经济组织为树枝，农户为树叶，把千家

万户的自主经营转变为有组织、有分工

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形成产业链，结成利

益共同体，从而达到‘干壮枝繁叶茂’的

效果。”商城县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说。

目前，全县共有各类新型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3700家，其中省、市级龙头企业24

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更是让商城

县的农业发展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道”。

全县建成农村电商服务站点108个，从事

电子商务的市场主体达到5000家。

返乡农民话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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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庆丰收

开幕式现场

出彩中原出彩中原 欢庆丰收欢庆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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