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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安阳县瓦店乡杜庄村

文化商业引进来 农旅融合展新颜

郏县 牛年要把日子过得更“牛”

灵宝市川口乡

农民过上“莓”好新生活
汝阳县十八盘乡

香菇“飘香”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明华）

“快！再装一车！赶快送走！”2月18日

一大早，汝南县常兴镇王集村三红紫薇

有限公司董事长吕改名就和工人们忙

碌起来。“正月初三就与河北一家客户

签订了6万株的三红紫薇花木合同，得

赶紧运走。”吕改名说。

2013 年，吕改名流转土地 1500

亩，发展三红紫薇花木产业，花木远

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年收入500

多万元。“新春是栽植花木的最佳时

节。往年，一到开春花木订单就特别

多，正好劳动力都在家，男女老少齐

上阵，很快就能完成客户的订单。”吕

改名说。

在该镇的许屯、大田、马屯、大申庄

等村，到处可见起树、打捆、装车的劳动

场面。“今春冬青、国槐、雪松的订单就

有10多万株。为完成订单任务，我们准

备了10多辆货车，雇了300多名劳动

力。”许屯村花木种植大户、经纪人徐宝

军说。

近年来，常兴镇瞄准市场需求，采

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引

导农户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引进种植雪

松、桂花、国槐、大叶女贞等花木40多个

品种，花木种植面积达5万余亩，目前花

木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

业。

“不论是在北京或新疆，也不论是

在上海或广州，到处都可以闻到来自汝

南县常兴镇花卉苗木的芳香。汝南县

常兴镇的花卉苗木，通过10多家花卉苗

木市场、100多名花卉苗木经纪人和代

理商、10多家龙头企业的巧手运作，绿

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据不完全统

计，今春全镇花卉苗木合同订单达1亿

多元。”镇长徐春华说。

本报讯“每月工资3000元~5000

元，包吃住，农忙可请假······”2月18

日，河南阿尔本制衣公司工作人员在商

水县舒庄乡2021年春风行动企业用工

招聘会上向应聘人员介绍企业用工条

件和工作待遇。一个上午就有300多名

求职人员与招聘企业签订了用工合

同。38岁的杨慧丽说：“过去外出打工，

一年只能回来一次，没法照顾孩子。现

在，我能在县城就业，孩子都在县城读

书，打工挣钱和照顾孩子两不误。”

商水县今年的春风行动与往年不

同，一些用工企业把招聘会办到了各个

乡镇，办到了城乡居民家门口，为求职

者提供更便利的服务。

据了解，在商水县2021年春风行

动中，60多家县内民营企业参加，提供1

万多个就业岗位，用工企业现场与3000

多名求职者签订了用工合同。

今年，该县一些企业用工招聘会办得

比较早，一些乡镇在商水县2021年春风

行动启动仪式举行之前就已经开始举办

企业用工招聘会了。商水县有各类企业

上千家，为了解决企业用工难问题，春节

刚过，一些企业在当地政府、人社、工商

联、工会等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举办企业

用工招聘会。一些大型民营企业，直接派

车将聘用人员从村里接到厂里。据悉，春

节过后，该县举办企业用工招聘会26场

次，2万多名求职者实现了在县内就业。

近年来，商水县委、县政府始终把

统筹城乡就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积

极创造就业机会、搭建就业平台、落实

务工补贴政策、加强就业技能培训、为

广大城乡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门

路，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人力保障。

尤其是疫情防控工作以来，该县引导

返乡务工人员县内就业，并把企业员

工招聘会办到了乡镇，办到了居民家

门口，最大限度地解决因疫情影响造

成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保障了企业

复工复产和稳定就业。 （乔连军）

本报讯“牛年好兆头，养牛有奔头。”

2月18日，在郏县王集乡柴堂村三组张信

家的牛棚内，张信一边给牛投放饲草，一

边高兴地说。

见张信走来，原本蜷卧在一角的小牛

立即“哞哞”地叫了起来。“正月初六又出

生两头牛犊，全是母牛，真是开了个好彩

头！”看着牛棚内50余头膘肥体壮的郏县

红牛，张信心里美滋滋的。

柴堂村毗邻北汝河，灌溉和放牧较为

便利。“我之前在西安一家炼钢厂打工，但

一直在外奔波总不是长久之计，后来我就

决定回家养牛。”张信说，2003年春节期

间，他和妻子、父亲商量后，决定用打工的

积蓄在家里建牛舍养牛。

养牛是投资多、见效慢的差事。前期

建牛舍、买牛犊，投资40余万元，“前几年

全是净投资，一年就是卖几头牛，基本不

盈利，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张信说。

郏县红牛是我国八大优良黄牛品种

之一，2006年被原农业部列入《国家级畜

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近年来，为实现

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郏县成立了由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组成的振兴郏县红

牛产业指挥部，出台了《振兴郏县红牛三

年行动计划》，通过政策引导、龙头带动、

金融支持等措施，使红牛产业成为乡村振

兴、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举措。

“现在，母牛产红牛牛犊有奖励，每出

售一头红牛还有奖励，去年我又申请了10

万元的惠农贷款，利息很低。这不，去年秋

季我又购买了12头能繁母牛，如果顺利的

话，今年冬季应该至少可以再增加12头牛

犊，到时候我准备扩大牛舍。”张信说，除了

经济方面的支持，该县农业农村局畜牧中心

和乡畜牧站在防疫、疾病治疗等方面的服务

也很到位。牛布病防疫一年一次、口蹄疫防

疫一年两次，全部免费，兽医都是上门服务。

如今，张信家建起了新房子，热水器、

空调、冰箱、网络电视等一应俱全。“成品

牛都不愁卖，惠农贷款也很给力，争取两

年内将养殖规模扩大到200头。牛年来

了，我希望依靠养牛把日子过得更‘牛’。”

张信说。 （汪宁 张鸿雨）

本报讯 近日，走进灵宝市川口

乡赵吾村的草莓扶贫基地，一座座

整齐的温室大棚井然林立。大棚

里，一垄垄秧苗油绿茂盛，阵阵香味

扑鼻而来，放眼望去，一颗颗草莓鲜

红欲滴。

“我这里种的是奶油草莓，个头

大，果色鲜红，肉质爽口，香甜浓

厚。最重要的是没有打过农药，吃

起来放心。粗略估计，这茬草莓卖7

万元不成问题。”草莓大棚的主人陈

文录说。

陈文录曾是赵吾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过去夫妻俩一直在外打工，

2017年赵吾村草莓扶贫基地建成

后，陈文录发现大棚草莓上市早，效

益好，立即利用金融扶贫政策，贷款

建了两个大棚种植草莓。一直以

来，陈文录坚持绿色种植理念，不施

用农药，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工

除草，他的草莓吃起来格外香甜，深

受顾客的欢迎，陈文录一家也因此

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奶油草莓现在的市场行情很

好，这几天来大棚里采摘草莓的顾

客络绎不绝。今年陈文录又承包

了两个樱桃大棚，冬有草莓，夏有

樱桃，陈文录家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呢。”赵吾村党支部书记孙志峰介

绍道。

近年来，灵宝市川口乡立足资

源优势，将“一村一品”作为富民兴

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因地制

宜、因户施策，大力发展温室大棚

和苹果、大樱桃、草莓、食用菌等产

业，配套采摘园、农家乐等，打出了

一套精准扶贫组合拳，为实现乡村

振兴奠定了夯实基础，让群众的小

康路越走越宽。

（赵一鲜）

在这个牛年的春节，笔者走进乡村旅

游示范村——安阳县瓦店乡杜庄村，目睹

了这里乡村旅游一片火红的景象。在去

往杜庄村的路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周

边地市自驾游客的车辆把杜庄停车场已

经停得满满当当。

穿过村口的城门，一棵古老沧桑的百

年柿子树映入眼帘，村中漫步，街区格局

打造的古色古香，一步一景，各具特色，湖

畔垂柳依依，特色民居呈现在眼前。

村中心有一片明清时期的建筑群，

仿古建筑融入本土元素，设置了粉条坊、

香油坊、织布坊、杂粮坊、茶楼等，让游客

可以亲历体验，记得住乡愁、挂得住乡

情。杜庄茶楼老板介绍说，游客在这里

可以听着安阳市市级非遗项目河南坠子

（北路）的说唱，品着杜庄村特色旅游产

品玫瑰茶。

杜庄村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人

杰地灵的地方。相传，清末曾有杜学成、

杜学章兄弟二人同为文武秀才，村里至今

还保留着杜氏兄弟的祖宅。穿过翻修过

的九门，楼院建筑古朴典雅，游人在欣赏

古建筑的同时还能了解古代的科举制度。

据村民杜海勇介绍，村内还建有农耕

文化体验区，游客们在此能够随时采摘到

新鲜的应季水果，尽情体验收获的乐趣。

还可以自己动手把采摘的葡萄酿制成葡

萄酒，把采摘的食用玫瑰花加工制作成玫

瑰花茶、玫瑰酱、玫瑰饼等。采摘园中果

树品种繁多，果树依着时令季节，渐次开

花结果，可谓四时之景不同，果亦不同。

近年，瓦店乡党委、乡政府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杜庄村特色小镇建设在推

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现代经济体系深入

农村、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等方面

作用显著，也是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实现农村产业振兴、推进新型城镇

化的重要抓手。

据杜庄村党支部书记杜文青介绍，该

村引进外资，按照“葡萄庄园为引擎、农耕

文化为主调、生态农业为支撑”的发展理

念打造“东方波尔多田园综合体”和“生态

农业采摘园”。核心区规划面积14870

亩，总投资16.4亿元。辐射带动周边3个

乡镇，惠及群众3万余人。集合了东方魅

力小镇、波尔多风情小镇（网红小镇）、葡

萄基地、玫瑰基地、花鸟鱼虫市场、绿色林

果基地、农业科普教育示范基地、农副产

品加工基地、农耕文化体验区、健康养生

等板块，是集休闲、体验、娱乐于一体的现

代田园综合体示范项目。该项目促进了

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努力打造成

“新庄园、新花园、新公园、新家园、新乐

园”的五新田园综合体。

杜庄村依托“东方波尔多田园综合

体”，修复复原了古村落的建筑和文化遗

址，恢复了农耕文化下杜庄村的作坊古街

区遗址，将传统手工作坊重新利用起来，

满足当地人民生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

并改建了当地的闲置土地资源，兴建了具

有文化特色和当地及外省市美食商业街

区，烧烤酒吧街，是集文化创意、乡村民

俗、田园生态、益智研学、水上游乐于一体

的综合性文旅项目。

杜庄村经过美丽乡村建设，以崭新的

姿态焕发出勃勃生机，向世人展示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文明的魅力。（薛金山）

2月21日，温县乡村振兴指导员马锡睿在亢村蔬菜种植大棚基地对农民进行
科技指导。近年来，温县通过选拔有能力、敢担当、勇作为的优秀党员干部，到农村
担任乡村振兴指导员，助力乡村发展。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徐少波摄

本报讯 2月15日是大年初四，

虽然没有昔日鞭炮硝烟味，但汝阳县

公路沿线走亲访友的车辆川流不

息。笔者踏进十八盘乡十八盘村，当

地村民在庭院内忙碌而有序地装着

袋料香菇，春耕生产悄然拉开帷幕。

今年28岁，刚刚上任汝阳县十

八盘乡十八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李露露介绍说，俺村有377余

户，1512口人，现在全村有50%的

人从事香菇产业相关劳动。今年刚

过罢大年初一、初二，村里男女老少

齐上阵，家家户户便开始忙着装袋

料香菇了。

一谈到种植香菇，正在装袋料

的几户菇农兴奋地说，现在党和政

府政策好，俺们十八盘村群众都忙

着种植香菇，户户比着看谁家种棚

多、规模大，坐在家里说闲话、打牌

的人基本上没有了。

在该村香菇种植大户杨春杰香

菇大棚内，杨春杰和他爱人正和从邻

村请来的种菇人员一道进行消毒灭

菌，进行袋料接种。杨春杰还向村支

书李露露打听今年村里香菇大棚改

造政策，准备扩大再生产。李露露一

边向他解答政策，一边鼓励他说：“你

好好干，咱村里会竭尽全力支持农户

搞好香菇生产的。”

汝阳县是国家香菇生产大县，

香菇荣获“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新春佳节，当人们沉浸在祥和、欢乐

节日中，该县香菇生产大乡十八盘

乡广大菇农，过节不忘香菇生产，处

处可以看到菇农在香菇大棚园区装

袋料、消毒灭菌、接种种子、袋料发

酵等生产环节忙个不停，为春季种

植好袋料香菇早做打算，为今年香

菇增产增收打下良好基础。

（康红军）

2月21日，尉氏县邢庄

乡郭佛村双宾蔬菜扶贫产业

园的员工在采摘番茄。近几

年来，尉氏县采取“公司（专

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模式，大力发展“一村一品”

特色农业，目前全县516个

行政村组建了309个“一村

一品”农民合作社，吸纳了

11600多名群众加入合作

社，特色农业已成为当地农

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之一，助

力了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 李新义 摄

汝南县常兴镇

开春订单多 花木销全国

商水县

春风行动送岗位 就近就业乐农民

2月20日，新蔡县宋岗乡90后农民工魏洁在该县凯伊迪服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加

工服装。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新蔡县引进了服装加工、户外藤编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

返乡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超喜摄

温县

乡村振兴指导员服务到田间

新蔡县

厂子开在家门口 农民务工不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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