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我转包的57亩地全部养了

虾，还种了30多亩水稻，昨天刚把归仓的

3万多斤稻谷卖了，净赚两万多块钱，从夏

季到秋季海虾长势也不错，算下来纯收入

5万多块钱。”11月7日，坐在轮椅上的潘

文海乐呵呵地说。

潘文海家住固始县徐集乡顺河村，今

年58岁的他自幼双腿残疾，整日以轮椅

为伴，至今单身一人。多年来，他依靠父

母和兄弟姐妹的照顾，艰难地生活着。

2016年他被评为贫困户。今年春，看到

本村和邻村大多数乡亲们都在从事稻虾

共养，他也萌生了转包土地实施稻虾共养

的念头。

没有资金，他就积极借贷，没有人力，

他就让侄子和侄媳过来帮忙。很快，他转

包的50多亩土地整理出来了，并全部投

放了虾苗。进入5月中旬插秧期，他又雇

工将每块虾池中间的田块插上了秧苗。

平时，潘文海就手捧海虾养殖技术书

籍，边学习边管理。到了海虾捕捞上市

期，他就雇用侄子帮助下网捕捞到市场上

出售。

如今的潘文海，住房安全、吃穿不

愁。他说，明年春季将进一步扩大规模，

准备再转包50亩地进行稻虾共养，搞个

百亩连片种养园。（丁昌铭）

11月1日，杞县产业集聚区元洼村农民刘文花正在收获芹菜，丰收的喜悦洋溢在脸上。近年来，在县农商银行、县妇联的积极引导

下，元洼村大力发展温棚蔬菜种植，使农民逐步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刘银忠宋冉摄

潘文海
身残志不残 致富有信心

杞县 温棚蔬菜助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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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范燕彬
李国伟）创下19项全国粮食高产纪录后，

作为全国粮食高产领跑者的修武县如何

实现从“产量高”到“质量优”的新跨越？

撬动农业转型升级的支点又在哪里？

“农业美学！用美学理念引领，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和农产品从传统

走向了时尚、从低端市场走向了高端市

场、从‘为胃服务’走向了‘为舌尖和健康

服务’。”11月4日，指着田间绽放的冰菊，

修武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杨法谊如是说。

更重要的是，农业美学还催生出大批农业

新业态和新产业，让该县走出了一条田园

景观化、村庄民俗化、农产品绿色化的农

业高质量发展新路。

“云台冰菊年产值已经突破1亿元，

后雁门村因冰菊远近闻名，日接待游客最

高超过1万人次，农业美学给我们村带来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郇封镇后雁门村

党支部书记薛胜利说。

一朵云台冰菊，一个特色产业，以美

学为梯，后雁门村三产融合发展步步登

高，被认定为全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和首

批乡村旅游特色村。

南有云台冰菊，北有云台金谷。五里

源乡大堤屯村的金谷园里，千亩稻田沿着

大沙河两岸渐次铺开，形成一幅太行山下

鱼米之乡的大美画卷。这里生产的绿色

富硒大米还没收获就被订购一空，这里的

美景更是吸引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和游人，

还被选为戏曲电影《女婿》的主要拍摄取

景地。

在修武农村，以瓜果为特色的孟村果

蔬园、以养生大豆为特色的众德千亩大豆

园等，都变成了农产品品质和景色“双修”

的休闲观光园。

农业美学不仅带来了生态之美、环境

之美，更换来了经济发展美、人民生活美。

王屯乡新庄村用美学“点枣成金”，村

里修建了中国枣木文化园、大枣文化长

廊，举办大枣采摘节，如今村里的大枣价

格由原来的每公斤4元涨到每公斤20

元。

七贤镇依托“竹林七贤”文化，打造

“云台小七”卡通形象，以文化IP提升核

心竞争力，已带动总投资1.8亿元的7个

产业项目落户该镇。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美色、美型、美

味、美质的农产品在修武随处可见，有可

以带皮吃的彩虹西瓜、能生吃的水果玉米

等，这些产品都是通过绿色技术培育出的

健康食品。

据介绍，该县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

生物菌肥、不打化学农药，有效降解土壤

中的重金属及农药残留，产出的粮食果蔬

“无毒素、无农药残留、无重金属”，不但外

观美、味道美，更带给了消费者健康美。

目前，修武县已经培育粮食、瓜果、蔬

菜科技示范户1000多个，有机、绿色、无

公害农产品种植面积达80%以上。

“修武县用农业美学驱动农业经济向

‘体验经济’‘康养经济’‘功能经济’升级，

开辟了农业高质量转型发展新路径。”河

南理工大学教授郑小九说。

从田间到田园 从果腹到美味

修武：美学撬动农业高质量转型

“农忙时，我去合作社帮忙，每天有

100块钱的收入。农机合作社优先、免费

帮俺家收玉米、耕整地，还给俺提供麦种

和化肥，收、种都不要钱。忙完秋收秋种，

合作社还帮我介绍到一家模具厂干活儿，

每月能挣3000多元，俺都不知道咋感谢

了！”11月7日，在舞阳县莲花镇闫湾村，

55岁的村民闫庆凯提及刚结束的“三秋”

生产，言语间充满了感激。

闫庆凯口中的合作社就是闫湾村东

红农机合作社。在今年秋收时，该合作社

还为莲花镇大赵村、郭庄等11个村和北

舞渡镇军张村的180户贫困户，将近520

亩田地免费机收机种，同时免费提供价值

3万多元的优良麦种。

今年，像东红农机合作社这样的农

机扶贫合作社，在漯河市共有25个，免

费或者优惠向贫困户提供各类农机作

业服务。据统计，“三夏”期间，农机合

作社服务贫困户达 601 户，免费作业

651亩、优惠作业2439亩；“三秋”期间，

服务贫困户 1380户，作业服务面积达

到6550亩。

免费收获、耕种、提供种子等一系列

暖心举措，让贫困群众真真切切得到了实

惠，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而这一举措的

实施得益于漯河市农机推广服务中心开

创的“农机合作社+贫困户”的脱贫致富模

式。

为了助力全市脱贫攻坚，促进贫困户

早日脱贫致富，漯河市农机推广服务中

心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整合强农惠农资

金政策，向贫困户、贫困村实行项目优

先、政策倾斜，从人才、技术、资金、信息

和技能培训等方面，为贫困户、贫困村提

供优先输送，支持扶贫对象发展产业、增

加收入。

在此基础上，漯河市农机推广服务

中心以“农机合作社+贫困户”模式为抓

手，鼓励贫困户与农机合作社经营主体建

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使贫困户以各种方

式加入农业规模经营，实现产业脱贫致

富。一方面，引导贫困户自愿有偿流转土

地经营权给农机合作社集中经营，或者以

田地、农机具等为资本加入合作社共同经

营。另一方面，依托农机合作社建立扶贫

基地，优先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增加

贫困户收入。

不仅如此，该中心还积极引导农机合

作社在农业生产的农机作业服务中，为贫

困户实行“三优五代”（优先、优质、优惠的

“三优”服务；免费或低费提供代耕、代种、

代管、代收、代烘干的“五代”服务）农机作

业服务，切实解决贫困户、特困户的农业

生产问题。对此，该中心出台了激励政

策，对于农机专业合作社在农机作业扶贫

领域作出的贡献大小，分别给予3万至8

万元的扶持奖补。

与此同时，为了引导贫困农民成长为

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早日脱贫致

富，漯河市农机推广服务中心组织骨干技

术服务队开展“送政策、送技术”上门服务

活动，对有意向购买补贴农机具的贫困

户，主动送服务上门，现场办理补贴手续、

进行机具核验等，降低贫困户办理成本。

各级农机部门组织精干力量，在贫困村设

置农机技术服务点，集中开展农机的调

试、保养、检修等服务工作，免费开展农机

化技术培训，引导贫困农民应用先进的农

机化新技术、新机具。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王宏伟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

“俺过去因为穷上过中央电视台，现在上

报纸是因为养羊出了名。”11月4日，记

者在汝南县常兴镇常兴居委会采访“羊

倌”韩长富时，他一边给羊喂水一边幽默

地说。

韩长富今年64岁，家住常兴居委会

小韩庄自然村。3间平房坐北朝南，院

内用石棉瓦搭起的棚子不高，棚下喂有

大大小小40多只槐山羊和波尔山羊，

“大的有120斤左右，小的是刚下的羊崽

儿，这可是俺家的银行，一年收入五六万

元呢。”韩长富笑呵呵地说。

韩长富一家有3口人，爱人有智力

障碍，女儿出嫁。过去家里穷，连盐都得

借钱买。两间土房露着天，种地勉强够

本。韩长富不得不经常到镇政府和民

政所要救济。

2009年，镇政府出资为韩长富盖了

3间瓦房，中央电视台得知后，给予了报

道。村民们调侃韩长富比领导还光彩，

“穷的”上了中央电视台。之后，镇领导

三番五次到韩长富家走访，帮他找发家

致富门路，让他利用水草资源丰富的优

势发展白山羊养殖产业，并给他送去3

只母羊。由于韩长富不懂养殖技术，母

羊病死两只。第二年，镇里派技术人员

手把手教韩长富养羊技术，又给他送去

两只槐山羊母羊。慢慢地，韩长富的白

山羊产业逐步发展壮大，年收入两万多

元。2014年，韩长富扒掉老房盖起了3

间平房。

平房盖好了，钱也花空了。为让韩

长富有个稳定生活，村“两委”找到韩长

富，将其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韩长富

一听，推着干部往外走，说：“俺总不能一

直躺在政府怀里过日子，一定要靠自己

的打拼走上致富路。”当年，韩长富将白

山羊发展到30多只。

“养羊光靠放牧不行，还要储备好

雨天和冬天的饲草。”为此，韩长富不仅

将自己种植的花生秧和红薯秧储存起

来，还到处捡拾散落在地头的花生秧和

红薯秧。“花生叶富含多种维生素，别看

叶碎，用水淘淘喂羊，上膘快得很。”韩长

富说。

多年来，依靠养羊，韩长富每年收

入都有五六万元，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

“羊倌”。镇政府将韩长富树为致富典

型，在全镇进行宣传。现在，找韩长富买

羊、学养殖技术的村民络绎不绝，韩长富

也都满口答应。

“人穷不可怕，最怕志气短。现在

党的政策好，只要选准产业，撸起袖子

加油干，一定能富起来。”韩长富说，

“下一步，俺准备成立白山羊养殖合作

社，带动更多的农户依靠养羊奔小

康。”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韩浩 李鹏）“种上一亩菜，

一年轻松赚个万把块钱；种上一亩小香

葱，胜过去打一年工……”11月5日，淮

滨县栏杆街道办事处王湾村村民王振

武向记者介绍他的“致富经”。

地处淮河行洪滩区的王湾村，是个远

近闻名的小香葱专业村，有着种植小香葱

的传统。经过多年的摸索，该村种出的小

香葱不用化肥、不施农药，通过了绿色产

品国家认定，远销郑州、武汉、阜阳等地。

“俺这香葱一年收四茬，一茬亩产

5000公斤，按目前每公斤3元计算，除

去投资，每亩一年纯收入在5万元左

右。今年，我这8亩小香葱，年纯收入能

有40多万元。”种植大户王振齐一边移

栽香葱，一边高兴地谈论着效益。

“要将小香葱做成大产业，品牌化、

规模化经营是必由之路。”该村党支部

书记王振发介绍，早在2009年，村里就

成立了王湾村豫皖小香葱专业合作社，

采取“合作社+贫困户+基地+品牌”的

生产经营模式。目前，该村已发展以豫

皖小香葱为主的绿色无公害蔬菜种植

基地1000亩，年增收5000万元，小香

葱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好项目。

11月5日，在三门峡湖滨区会兴街

道的沿黄观光火车缓缓前行，坐在车厢

里，透过车窗观赏窗外缓慢流过的风

景，蓝天白云下的树木、村落、山花……

据了解，“东坡号”沿黄观光火车由

三门峡天鹅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和运营，运营区间为东坡段，为国内唯

一的宽轨观光旅游火车，目前投入运营

的火车最大载客量为100人，年底前将

达到200人。

湖滨区委书记亢哲楠介绍，此次东

坡示范段试运行，对发展湖滨区乡村旅

游和休闲观光业具有重大的示范效应，

而且对于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打造沿黄乡村振兴示范区具

有重要意义。（张玉文/图）

11月6日，评委正在对休闲创意农业特色产品进行评审。当日，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举办

第三届农业暨贫困村特色农产品创意大赛，来自全区的38个休闲创意产品参加评选。付卫东摄

“金秋送爽闲舍旁，白鹅曲颈碧云

间”。11月 6日，记者走进滑县老店镇

第三营村杨宝刚的养殖场，映入眼帘

的是成群结队、雄赳赳气昂昂的大白

鹅，伸着脖子放声高歌，场面极为壮

观。

“这两天刚收的鹅蛋，收了四五筐，有

600多枚，现在一枚鹅蛋以13.5元的价格

卖到孵化场，效益好得很。”杨宝刚高兴地

说道。

谈起当初创业养鹅的艰辛，杨宝刚感

触颇多：“以前我是干建筑的，常年都在外

面干活，无法回家照顾家人。2016年，决

定和妻子一起在家养鹅，于是，买了2000

只鹅苗，建成占地10亩的养鹅场，购置了

配料机和打料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但

由于没技术、没经验，就在鹅产蛋期间，天

降大雪，气温骤降，母鹅抱窝，产量下降，

第一年赔了18万元。不过俺俩也没气

馁，一边摸索一边干，一天2000多元的饲

养成本，当时真是咬紧牙关往前走，好在

第二年算是刚刚收回本钱，到了去年，养

鹅场才算是正常运行。”

今年是杨宝刚夫妇养鹅的第四个年

头，随着养殖行情逐渐回暖，再加上积累

了一定的养殖经验，夫妇二人寻思着扩大

鹅场规模，可资金短缺的难题又摆在杨宝

刚夫妇面前。

“今年6月份，俺俩正发愁找谁借钱

呢，滑县农商银行的人来俺村里开展整村

授信，这相当于把钱送到家门口了呀。当

时我们贷了5万块钱，3天就到账了，没想

到滑县农商银行的效率这么高，服务这么

好。”杨宝刚的妻子王淑娟说。

“我们小额信用贷款‘一次核定、随用

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这个特点十

分适合杨宝刚的资金运转情况。”滑县农

商银行老店支行行长付强介绍说，“到鹅

的生长后期，需要加大饲料供给，满足营

养需求，这恰恰是最需要钱的时候，我们

的贷款正好给他们解决了资金难题，对于

这种有经验、讲诚信、勇创业、干实事的客

户，农商银行就是要大力支持，为他们提

供金融保障。”

“记住‘诚信’俩字就行了，不管到哪

里，没有诚信，啥事儿都办不成！不管是

帮其他人选购鹅苗，还是接种疫苗，我们

都是实实在在给人办事儿的。我们每周

消一次毒，防止病毒交叉感染；自己购买

预混料、玉米、豆粕，加工饲料，根据鹅的

不同生产时期需要，充足供应优质饲料；

时刻关注鹅群健康情况，及时接种疫苗，

提高鹅群抵抗力。”杨宝刚说。

正是凭着勤劳踏实、诚实守信，不仅

让他们获得了农商银行的金融支撑，更让

他们成为乡里乡亲的致富带头人，带动周

边十几户养鹅并成立了合作社。

选购鹅苗、加工饲料、疫苗防治……

杨宝刚夫妇每天奔走忙碌于鹅群之中，鹅

蛋远销浙江、江苏、安徽等多个省份。“现

在政策优惠，行情好转，资金支持，产量喜

人，今年这3000只蛋鹅产蛋10万多枚，

一只鹅售价130多元，预计今年利润能达

40多万元……”虽然养鹅十分辛苦，但一

看见白花花的鹅蛋，杨宝刚心里就美滋滋

的。

“信用村”里的养鹅人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史如月

“羊倌”韩长富的幸福梦想

各地播报三门峡“东坡号”
观光火车首开试运营

淮滨 小香葱“种”出致富路

漯河

“农机合作社+贫困户”蹚出扶贫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