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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有志气生活就会有奔头”
——记河南省脱攻坚奖奋进奖获得者郑忠强

□通讯员薛建祥何泽垚袁征
本报记者 尹小剑

信阳市平桥区

农旅融合“金点子”奏响乡村振兴“交响乐”

商城县种植再生稻 走上致富路

鄢陵县马栏镇

“暖冬行动”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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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

杭白菊为村民增“金”添“银”

温县

铁棍山药产业插上“科技翅膀”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
阳 通讯员曹良刚）11月11日，商城县鄢

岗镇曹寨村泰丰粮油种植专业合作社正

在收割二茬再生稻。据该合作社负责人

曹启铜介绍，再生稻一季种两季收，今年

该合作社种植再生稻480余亩，头茬每亩

产量1300余斤，二茬每亩产量近700斤，

每亩纯收入可达1200余元，是传统水稻

的两倍多。

今年在泰丰粮油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带动下，曹寨村附近的六个村种植再生稻

近万亩，曹寨村有15户贫困户种植再生

稻260余亩。全县有900户2000余名贫

困人口参与再生稻种植。

据了解，近年来，该县在省市农业农

村部门和有关科研单位的指导支持下，

围绕再生稻产业，发展规模经营、推广先

进技术、创建稻米品牌、助推产业脱贫，

再生稻产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目

前，全县从事再生稻产业发展的各类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已达400多家，探索“再

生稻+小龙虾”“再生稻+麻鸭”等立体种

养模式，种养面积持续扩大，产业内涵不

断丰富。

再生稻非常适合豫南地区的气候特

点，优化了劳动力、机械和土地的资源配

置。据悉，今年商城县种植再生稻7万

余亩，再生稻种植为传统农业探索出了

一条优质、高产、高效、节本的生态种植

模式。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余江胡译丹）“年纪大了也

干不动重活了，基地赶上采菊期，我就

过来了。”11月14日，息县东岳镇石菜

园村富林金菊种植基地里，该镇街村76

岁的李秀珍趁着好天气采摘杭白菊，

“采摘一斤菊花4毛钱，1个小时能采10

多斤，一天也能挣不少。”

看着地里的工人们正熟练地采摘、

分拣、称重，富林金菊种植基地的负责

人张有林喜笑颜开。他种植杭白菊已

有四年多了，当年正是看准杭白菊的饮

用价值和极高的药用价值，2015年从老

家潢川县付店村辗转来到石菜园村流

转土地种植杭白菊。

“你看这些花开得很饱满就可以摘

了，这种未开的花蕾摘下烘干后就是胎

菊，卖价会更高！”张有林说，基地种植

规模已达80多亩。“新鲜的菊花不易储

藏运输，还卖不上价钱。经过摸索，我

们慢慢完善了杀青、成型、烘烤等配套

设施进行深加工，菊花就变成了菊花

茶，更易保存运输。一亩地能出一吨多

鲜花，七斤鲜花烘干后就成了一斤的菊

花茶饼，我们再根据品质定价销售，一

亩地菊花可以收入4000多元。”

人在花中走，遍地是黄金，每到收

获季节，基地的日用工量达几十人，有

时候高峰期还能辐射带动周边几个村

民组。来打工的多是贫困户、在家带孩

子的妇女和上了年纪的村民。

“我在这基地打工都第二个年头

了，这在家门口就业也能照顾到孙子孙

女上学，一举两得。旺季干下来，也能

赚个几千块钱，够日常花销了。”徐大庄

村60岁的王中芳说。一旁烘焙房正烧

锅的张立山说：“我今年都67岁了，出去

打工都 找不到活儿了，在这基地里平时

除除杂草、烧烧锅，一天70块钱，也能增

加点收入，明年我打算把自家地里也种

上菊花，这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了。”

“下一步，我想扩大种植面积，打造

集观赏、采摘于一体的田园风光园，对

于想加入种植的村民，免费提供菊苗和

种植技术，带动附近村民共同致富。”张

有林最后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毋昆
崔鹏）11月15日，国家山药产业科技创

新联盟成立大会暨2019温县铁棍山药

新闻发布会在温县召开，这标志着我国

山药产业将进入高效绿色可持续发展

的全新阶段。

国家山药产业科技创新联盟是根

据农业农村部关于推动“国家农业科技

创新联盟”建设的重大布局和要求成立

的，以解决产业发展共性关键技术问题

为目标，以培育发展优势品种、优质产

品、优良品牌、优秀人才和创建互利共

赢联合体为落脚点，整合提升我国山药

产业水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

争力的山药产业。

“联盟将与全国各地的特色优质山

药主产区地方政府合作，建立山药研发

基地，为地方山药产业现代化提供技术

支撑，帮助地方培养山药产业技术骨

干，推动‘地方特色山药生产技术专线

指导体系’的建立，实现全国山药产业

技术专家对地方山药产业发展的全程

技术支持，为各地的山药产业发展和转

型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国家山药产业

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长李明军说。

温县县委书记毛文明表示，国家

山药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的成立，给温

县铁棍山药产业的发展插上了科技的

翅膀，必将推动该产业步入标准化、规

模化、产业化、信息化的发展快车道。

温县将与国家山药产业科技创新联盟

密切合作，充分挖掘铁棍山药的营养

价值、养生价值和品牌价值，大力发展

康养产业。

自2011年起，温县历年召开“温县

铁棍山药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省市

各级媒体及行业专家参加，对温县铁棍

山药进行品牌宣传推广。同时，组织怀

药企业、合作社参加全国农产品交易

会、洽谈会，使铁棍山药身价倍增，同时

系列铁棍山药深加工产品也逐步叫响

全国。

为让全国人民吃上地道的铁棍山

药，温县政府设计了统一的包装箱样式

并申请了外观专利，包装箱上的证明商

标和二维码防伪标签有“温县铁棍山

药”字样和“温县人民政府入网许可”字

样，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种植户姓名、

地块位置、种植面积、经纬度等信息。

只有在温县境内种植的山药经过农业

农村部门实地调查、GPS定位和农残检

测才能够申请使用二维码标签。

此外，根据产业发展和市场升级的

需求，温县将打造铁棍山药的统产统购

统销平台，整合全县种、产、销资源，实

现全县统一种植、统一收购、统一销

售。县怀药协会对少部分没有成熟销

售渠道的散户、小户进行销售对接和客

商引流工作，解决所有种植户的后顾之

忧。

这是一个美丽的村庄：产业富民，游

人如织；这是一幅丰收的画卷：果满枝

头，景色宜人……农旅融合的“金点子”

让信阳市平桥区邢集镇尖山村无边的田

野，荡起了乡村振兴的新风。

满园秀色藏不住 百亩菊花“百亩金”

“李珍凤，辣椒30斤，菊花10斤……”

连日来，平桥区邢集镇京东家庭农场的种

植基地里，附近村民趁着晴好天气采菊、

采辣椒，一个个喜笑颜开。

金丝皇菊被誉为“菊花之皇”，不仅有

散风热、明目的药用功效，还有极高的饮

用价值。看准了这一商机，尖山村村民张

金冬夫妻俩将精品皇菊从湖北引种到尖

山脚下。三年间，种植面积由原来的几十

亩扩种到100亩，涵盖金丝皇菊、杭白菊、

贡菊等多个品种。

如今，百亩菊田已经进入盛花期，一

垄垄金黄的花儿簇拥相伴，层层叠叠，漫

山遍野。连片的菊花在阳光的照耀下显

得灿烂明艳，地里的农户们正熟练地采

摘、分拣、称重，无限的喜悦写在脸上。

一朵朵小小菊花不仅是当地特色农业发

展的亮丽“名片”，还是带动群众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强力“引擎”。“俺有的是力

气，靠自己的一双手，一定能把穷帽子给

摘了。”忙碌的人群中，贫困户王中发是

最早赶到农场，他也是最卖力的一个。

为了照顾老父亲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他

没法到外地打工，家门口的京东农场成

了他的不二选择。“在这儿除草、摘花活

儿不重，干多少就得多少。像我这样的

熟练手，一天赚100块钱不成问题。最

主要是离家近，打工赚钱的同时还能照

顾家里。今年我就要脱贫啦，打算把自

家地里也种上菊花，这样收入会更高。”

王中发满怀信心地说。

张金冬介绍说：“新鲜的菊花不易储

藏运输，还卖不上价钱。今年，我们扩

大了菊花的种植规模，完善了烘烤、包

装等配套设施进行深加工，菊花就变成

了菊花茶。再加上咱们区电商服务中

心帮助我们在网络上通过直播、微信朋

友圈等渠道推广和销售，打开了外地市

场，预计今年的菊花可以实现销售收入

百万元以上。”

每到收获季节，京东家庭农场的日用

工量达百人，其中，贫困群众就有一半以

上，还辐射带动了周边的大方庄、陈庄几

个村民组。张金冬告诉记者：“除了菊花，

农场还种有60亩辣椒，两种作物从种植、

管护、采摘、烘烤都需要大量人力，我们优

先雇用本村的贫困户从事简单的劳作，并

组织有能力、有意愿的贫困群众自己进行

种植，我们提供种苗、技术、销路等帮助，

让他们自食其力，稳定脱贫。”

农旅融合 乡村如画生活如歌

体验了“菊香四溢”，再来感受“金果

飘香”。在尖山村柳河村民组500余亩的

梨园里，灯笼似的硕大果实沉甸甸地缀满

枝头，三五成群的游客在梨园里穿梭忙

碌，不亦乐乎。

“这儿的梨个头大、果汁多，咬上一口

美滋滋的。除了自己吃，再给亲戚朋友带

上一些。”游客蒋先生特地从南阳报了旅

行团来摘梨。

让游客最开心的莫过于体验现场摘

梨，游客梦女士在果园里亲手采摘了两担

梨共35公斤，毫不犹豫地全部买下，她认

为，果园的体验模式很棒，既能有摘梨的

乐趣，又能为村民解决实际问题，她表示

会推荐给更多的人来这里。

为了助推乡村振兴，尖山村以金菊

观赏、秋梨采摘为契机，依靠一系列惠

农政策和独特的田园风光、红色资源，

加快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大力发展全域

旅游。打造了金果梨特色采摘游、鄂豫

边省委旧址红色旅游、邬庄记忆美丽乡

村游等多个旅游亮点，将乡村振兴与特

色旅游相融合，加快了村民脱贫致富的

步伐。

“通过产业扶贫、到户增收、科技扶

贫、花生油料带贫等多种扶贫方式的叠

加，我们村原有的32户贫困户58人，已有

29户52人脱贫了。村里环境美起来、干

净起来了，扶贫产业发展加快了，村民收

入增加了，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了。大家

对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奔小康的目标信

心十足！”村支书吴恒发坚信，金菊金果、

农旅融合这些“金点子”，一定能为村民打

开脱贫致富的大门。

本报讯（记者肖列通讯员刘艳艳王
晓莉）“谢谢党和政府的关心，让恁操心

了。”近日，鄢陵县马栏镇裴家社区特困供

养户李连民拉着该镇工作人员的手一遍

一遍说着感谢的话。

这是鄢陵县马栏镇开展扶贫济困、互

助互爱“2019暖冬行动”活动的一个缩

影。马栏镇党委、镇政府把“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落实到行动中，对全镇范围

内特困供养户（五保户）、低保户、残疾户等

进行走访慰问，上门送慰问物品、查看生活

状况，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本项活动共分6个慰问小组，利用

一周时间对全镇226名特困供养人员慰

问到位，全面提升弱势群众的幸福感和满

意度。”鄢陵县马栏镇党委书记姚鹏宇说。

本报讯 近日，内乡县赤眉镇积极开

展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行动，推进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使得农村人居环境得到

了明显改善。

据了解，该镇在各村对禁养区内规模

养殖户和小散户进行全面排查，推行退出

散养、退出庭院、退出村庄、进入规模、进入

市场、进入循环的“三退三进”模式，改造配

套完善粪污收集储存设施和小型厌氧处理

设施，在田间地头建设储粪池和输送管网，

打通粪肥还田“最后一公里”。通过养殖污

染综合治理，形成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畜牧业绿色发展的良好局面，农村人居

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李玉庆）

生姜是集调味品、加工食品原料、

药用于一体的多用途蔬菜。它味辛性

温，有除腥、去臊、去臭等作用，为烹饪

必备之物；它又可药用，有解毒、散寒、

温胃、止吐、止咳、止泻的功效，自古被

称为东方药物。我国各地劳动人民在

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分别培育出不同品

质的地方名姜，清化姜算是同类中的佼

佼者。

清化姜也称上庄姜，迄今已有1600

多年的栽培历史，主要分布于博爱县北

部的清化、许良、月山、柏山等乡镇的二

十余个村，上庄村种植面积较大，所以

也叫上庄姜，古时统称为“清化姜”。作

为地方品种，清化姜具有典型特征，它

株高70~85厘米，分枝力强，一般可达

15个分枝，根茎块大、姜球数多而排列

紧密，根茎淡黄色，肉质细嫩、含水量

少、辛香味浓，可生食、熟食，也可加工

成多种风味食品。此外清化姜还具有

适应性强、抗逆性强、病虫害少、产量

高、易加工、耐储运的特点，一般亩产

2500 公斤左右，高产者可达 4000 公

斤，并具有丝细、香辣宜口味道鲜和久

煮不烂等上佳品质。据国家权威部门

检测，清化姜的营养成分极为丰富，除

含有一般蔬菜的大多数营养成分外，其

硒、挥发油和姜辣素均高于其他同类产

品，是烹饪首选的调味之物。

清化姜的独特品质与得天独厚的

地域分布、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密不

可分。清化姜主产地博爱县清化、许

良、月山、柏山四个乡镇属于暖温型大

陆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多风少

雨，夏季多雨较热，秋季气候凉爽，冬季

较冷少雪，年平均气温14.7摄氏度，无

霜期216天；年平均降水量597.1毫米；

年平均日照时数2432.6小时，平均日照

时间长，辐射能量充足，水热同步，蒸发

量较大；土壤土层深厚，为太行山山前

冲积平原，中壤土，养分含量高，保水保

肥能力强；水质良好，地表水充沛，地下

水充足，非常适宜生姜的种植。

近年来，随着农业标准化、品牌化

的迅猛发展，清化姜这一重要的历史自

然资源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栽培面积不

断扩大，品牌影响不断扩大，同时也催生

了一大批种植及加工型龙头企业，博爱

县清化周边已经成为河南省著名的商品

姜基地。2007年获得河南省农业厅无

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2008年获得农业

部无公害农产品证书；2009年上庄姜种

植与加工被列为第二批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2010年，“清化姜”获得农业

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目前，清

化姜的年产量达1.25万余吨，生姜制品

十多种，远销十多个省市，“清化姜”已经

成为当地农民财富的源泉。

初冬时节，走进三门峡市湖滨区磁钟

乡贾庄村郑忠强承包的蔬菜大棚。潮湿

闷热的大棚里，绿油油的辣椒苗开着白色

的小花，前不久刚刚获得省脱贫攻坚奋进

奖的郑忠强正蹲在地上细心地挨个给辣

椒苗吊枝。

“辣椒刚上市，我每天都要给超市供应

300斤左右的青辣椒。除了这3棚辣椒，另

外的9个大棚里种有草莓、菠菜等，草莓到

明年1月份就能上市……”提起自己承包的

大棚，郑忠强脸上挂满了自信的笑容。

今年48岁的郑忠强初中毕业，家里4

口人。前些年，他外出打过工，搞过养殖

业，在亲戚的资助下还办了个小型养鸡

场，因缺技术赔了本，在2015年精准扶贫

活动中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作为村民们公认的“明白人”，竟然被

确定为贫困户，郑忠强感觉很没面子。怎

样才能尽快脱贫，让自己在村里挺直腰

杆？怎样把借亲戚的钱还上？这个十分

要强的农家汉子陷入了迷茫之中。

正在他苦恼之际，驻村第一书记和村

干部以及驻村工作队、结对帮扶干部纷纷

伸出援手，帮他分析致贫原因，讲解各项扶

贫政策，郑忠强的思想悄然发生了变化。

立志脱贫的郑忠强就像换了个人似

的，夫妻二人同时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免费

技术培训班，郑忠强在帮扶干部的带领下

去参观企业，开阔眼界，提升技能……随着

雨露计划、粮食补贴、技能培训、产业分红等

政策的落实，郑忠强更坚定了脱贫的信心。

重树信心的郑忠强利用政府发放的

无息贷款3万元不但又养起了鸡，同时还

种上了桃树，而通过培训掌握了一技之长

的妻子外出打工当上了月嫂，月收入5000

元，2017年底郑忠强一家退出了贫困户。

2018年，郑忠强利用政府的3万元

无息贷款和退伍回家的大儿子一起继续

搞起了养殖。有一次，他跟着村干部先后

去了山东临沂、寿光等地参观学习，看到

别人靠种反季节大棚蔬菜和西瓜致富心

里痒痒的，可是因为没有技术没场地，也

只能心动而已。

2018年底，乡里用区里下拨的扶贫

资金在村里建起的12个大棚完工了，每

年每个棚只需要3500~4000元的租金。

郑忠强得知消息后，拿不定主意的他又到

市区附近的大棚去考察，并向有种植经验

的人请教，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接下大棚改

行搞种植。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刚接下大棚的

郑忠强自费到山东临沂学习反季节种植

技术，同时跑书店、逛网店，找了很多关于

种植西瓜的书籍，并且以每月3000元的

费用从外地请来了技术员，今年2月份把

10个大棚全种上了西瓜。

种上西瓜的大棚，虽有技术员指导，

但大棚湿度、温度都需要郑忠强时时观察

和调节。从种上西瓜到采摘完毕，数月时

间里，白天，他一整天基本上都待在大棚

里；晚上，一遇刮风下雨，即使是半夜也往

大棚里跑，有两次摔倒都忘了疼，妻子开

玩笑说西瓜就是他的命。

今年５月初，郑忠强种植的西瓜比同

行早１0天左右上市，慕名前来采摘购买

者络绎不绝，第一次种西瓜的郑忠强就收

入十几万元。一人富不算富，在村委的引

导下，郑忠强还带动村里６名群众到大棚

里务工，帮助大家提高收入。

但郑忠强并没有因此而满足，西瓜卖

完了，他又瞄上了大棚草莓和蔬菜，接着

种了3棚草莓，3棚辣椒，3棚菠菜，还有一

个育苗棚和两个冷棚，他还牵头成立了湖

滨区首家由贫困户注册的三门峡市湖滨

区鑫润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担任

合作社法人。今年5月，郑忠强荣获湖滨

区劳动模范称号。

“现在棚里的辣椒和菠菜已上市，春节

前可以把西瓜种上，不能让棚空着。我想

对贫困户说，有志气生活就会有奔头。”面

对着大棚，郑忠强脸上挂满了笑容。

今年10月１7日，作为“不仅自己脱

贫致富，还带领村民共同走上了一条致富

道路”的先进典型，郑忠强荣获河南省脱

贫攻坚奖奋进奖。

“虽然得了奋进奖，主要是托政策的

福。今年刚起步，还有差距，今后我还要打

响品牌，发展休闲采摘，开设网店，进一步打

开市场，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群众致富。”谈

到将来的打算，郑忠强充满了自信。

□本报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张玉

提味生活增健康
药食俱佳清化姜

内乡县赤眉镇

治理养殖污染村容美
11月19日，汝阳县刘店镇沙坪村农民喜收红薯。近年来，沙坪村利用丘陵面积

大，土壤肥沃的优势，采取“党支部+公司+科研院校+基地+农户+市场”的“六合一”

模式，带动了当地红薯产业的发展，加快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康红军摄
汝阳 红薯丰收村民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