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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李振阳 通讯员吴文狄）近期，商城县

金刚台镇连二塘村100多亩荷花陆续盛开，翠绿的莲叶丛中，朵

朵荷花竞相绽放，微风吹来阵阵荷香，沁人心脾，可谓是“接天

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走在曲曲折折的荷塘小径上，感觉特别惬意，真有种‘人

在画中游’的意境。”6月14日，特意从县城赶来赏荷的廖女士

向记者说道，连二塘村距离县城不到5公里，每到荷花花期，都

有不少游客前来赏荷拍照。

连二塘村村支书杨廷晶告诉记者，自荷花盛开以来，平均

每天都有500多人前来赏荷，周末有1000多人。下阶段，该村

准备把荷花种植面积扩到200亩左右，还会在不同的季节种植

不同的应季品种，满足市民的观赏需求。

据了解，近年来，该村深入实施乡村生态旅游战略，以移民

新村建设为切入点，打造移民家园、百亩荷塘、“渔村罗湾”“金

水岸社区”、房车自驾游露营地等一批精品示范点，带动乡村旅

游业发展，促进村民增产增收。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念好‘农’字经，打好旅游牌，利用自

身优势走绿色农业和旅游观光之路，让村民享有更多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杨廷晶信心满满地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李耀稳）6月16日，走进上蔡县

杨屯乡魏楼村，放眼望去，百亩如万片丹霞、千重红锦的红花竞

相绽放，村民在烈日晴空下抓紧采收，呈现一片热火朝天的繁

忙景象。

正在招呼乡亲们采摘红花的魏新武说：“我是第二年种

植红花了，去年小范围种植后发现效益挺好，就在村里的帮

助下扩种到百亩。今年红花的行情不错，干花每公斤收购价

158元，亩产在25公斤至30公斤，每亩地能卖到4000元左

右，除去成本每亩还能挣2500元左右。明年我还要再扩大

种植规模。”

红花是一种名贵中药材，既能活血通经，又能祛瘀止痛，同

时还可以做香料和染料，对土壤条件要求不高，种植成本低，易

管理，耐干旱，生长周期短，可春秋两季播种，具有较好的市场

发展前景。

杨屯乡一直致力于带领群众积极探索致富新路子，这百亩

红花便是继瓜果、蔬菜大棚之后的新尝试。相较于瓜果蔬菜而

言，红花产业投入小，经济效益高，种植红花既能增收又能带动

富余劳动力务工。下一步，杨屯乡打算在巩固传统种植业的基

础上，采取流转土地、优先用工及保底价收购等形式，成立红花

种植专业合作社，让株株红花成为村民的“致富花”“幸福花”。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叶全花葛小平）“闫主任，血桃

熟了吗？给我送200斤！”“闫主任，去年我的员工尝了你的血

桃，今年都嚷着要，我要300斤！”……6月12日，正在果园里忙

活的鲁山县熊背乡大年沟村村委会主任闫文杰的电话铃声此

起彼伏，一通通电话让闫文杰既慌忙又欣喜，他一遍遍重复着：

好嘞，正在采摘，马上发货！

熊背乡血桃源自大年沟村，因果实呈朱砂色，故得名血

桃。大年沟村属浅山丘陵到高山的过渡地带，昼夜温差大，日

照时间长，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水源清洁。该村已有100多年

的血桃种植历史，独特的地理属性非常适合血桃生长。

近年来，熊背乡党委、政府把种植血桃作为富民强村的主

导产业来抓，同时为发展集体经济涵养资源，先后成立1个血桃

产业党总支，4个血桃产业党支部。在支部引领下，血桃种植由

原来的1个村发展为现在周边的15个村，种植面积由原来的

600亩发展到现在的近万亩。熊背乡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经营模式，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已成功举办2届血桃采摘

节，“血桃之乡”名片逐渐打响。每年血桃成熟时节，各路客商

络绎不绝。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陈远志宋长增）6月15日，记者

走进泌阳县官庄镇石门村的香菇种植基地内，映入眼帘的是一

排排整齐划一的大棚。大棚里，菌棒整齐地摆放在半米高的架

子上，现代化的自动洒水装置布满了大棚，持续把清凉的水均匀

地洒在菌棒上，同时，大棚门口两个大功率的电风扇不断地往里

面送风，让整个香菇大棚变得格外凉爽通透，一个个小香菇在这

舒适的“产房”里探出了脑袋。

“俺村目前发展香菇大棚70多个，年种植香菇160万袋，年

产值超过1150万元，如今通过现代化的喷水和通风技术，俺村

夏天也能产香菇了！”石门村香菇种植大户王猛指着村上的一个

个大棚兴奋地介绍道。

近年来，官庄镇坚持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两篇文章”

一起做，立足独特丰富的生态资源，唱产业歌、念香菇经，以农业

产业化为基础，大力发展食用菌特色产业，带动脱贫群众实现产

业、就业双丰收，实现了以香菇生产加工为龙头的食用菌特色产

业遍地开花。目前，官庄镇红河村、王庄村、王和村、楼房村、龙

水村、岗上村、王河村等发展香菇1600多亩，种植香菇1200万

袋，年产值8600多万元，带动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在家门口实现

就业120多人。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胡瑞琪文/图

正阳县王勿桥乡王勿桥社区地处

正阳与息县交界，穿境而过的吕河、黄

大江两大河流为当地留下了丰富的优

质水资源，加上四季分明的温和气候，

为酿制传统伏陈醋提供了绝佳的天然

条件，自汉代以来，这里就是闻名全国

的“中原醋乡”。

6月14日，朵朵如花白云挡不住烈

日的直射，逐渐升高的气温逼出了储存

在缸内的陈醋味道，阵阵微风吹过，王

勿桥的上空到处弥漫着醇厚的醋香味。

正阳县古井醋业合作社内，一排排

黑色的大缸上盖着篾编并糊满泥土的

盖子，社区党支部书记、合作社负责人

彭文强正在指挥工人们合并醋缸，“马

上就要进入伏天装缸的季节，把这些晒

了一年、挥发后不满的缸匀一匀，可以

腾出一些装新缸。”

说起酿醋，52岁的彭文强算得上王

勿桥伏陈醋现有的几个传承人之一。

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利用农闲时候

酿醋赚钱，上初中时，彭文强就帮助家

里打水、洗刷瓶罐、骑车送货，在父亲的

言传身教下，他也很快掌握了伏陈醋的

酿制技巧。他们家也因为酿醋，在1983

年就盖起了被当地人羡慕的7间大瓦

房。

看到酿醋能挣钱，王勿桥一度兴起

酿醋热。但是，由于当时大家缺乏品牌

意识，加之销售渠道受限，酿醋的农户

不得不压低价格向外出售，不但没钱可

赚，弄不好辛苦一年下来还要赔钱。

“2010年，父亲去世后，我一气之下把俺

家酿醋的缸都砸啦，发誓不再酿醋。”彭

文强说。

正阳县委、县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王

勿桥醋的产业发展，2017年，王勿桥醋

作为重点培育的旅游购物特色农产品

被写入了《驻马店市十三五旅游产业发

展规划》。

“市、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让

王勿桥醋迎来了发展的好势头，王勿

桥社区现有河南省王勿桥醋业有限公

司、河南省思香客醋业有限公司、河南

省联姻醋业有限公司、正阳县华章醋

业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正阳县古井

醋业专业合作社、正阳县李氏醋业专

业合作社两家专业合作社和王勿桥华

章古井醋厂一家；全社区共有农户家

庭作坊酿醋260余家，年产传统伏陈

醋2500吨，产值4500万元。”王勿桥

乡乡长周磊说，“王勿桥醋先后获得了

河南名牌、河南省著名商标、河南老字

号等80余项荣誉。”

“现在我们最贵的精品醋能卖到每

两10元钱。”发誓不再酿醋的彭文强说，

“身为社区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共同

致富责无旁贷，于是我放弃了自己的誓

言，和其他人一起成立了正阳县古井醋

业专业合作社。”

王勿桥醋规模的不断发展和品牌

意识的不断提高，推动了农业加工业由

价值链低端转向中高端、从成本竞争转

向质量品牌服务竞争高端产品领域的

转型延伸，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同时，还

激发了当地农民种植专业酿醋小麦的

积极性，王勿桥醋成了当地助农增收、

实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白东
亮）6月12日早上8点刚过，舞钢市尹

集镇西瓜种植户张士和、张士方、张雁

翅叔侄三家的瓜摊和往常一样刚摆

好，就被南来北往的买瓜人围了起来。

“他们叔侄家的西瓜皮薄、瓤酥、

甜度高，俺多年都来这里买瓜。”来自

舞钢市区的王女士说，趁星期天回娘

家，她特意让丈夫张先生驾车10多公

里来这里买了4个瓜，结了120元。

今年69岁的张士和是尹集镇尹

集村的资深农民技术员，他2009年从

上海引种8424麒麟西瓜成功之后，带

动弟弟张士方、侄子张雁翅参与种

植。近几年他们三家种植规模一直控

制在百亩左右，并且种出了享誉一方

的“叔侄西瓜”品牌。

张士方次子张照军介绍，他们的

“叔侄西瓜”西瓜好吃主要功夫下在种

上。首先要选好西瓜品种；其次要选好

有水浇条件的地，并且年年更新不重

茬。年前年后需要整地三四遍，年前深

耕后施农家肥，年后精耕细耙起垄、打

畦、搭棚、安装水管，巧施肥料。二月份

移栽西瓜幼苗时，需要五层覆膜收光聚

温。西瓜幼苗从生长枝蔓到结瓜到成

熟整个生长过程全部施行避雨栽培，达

到有效控水分，增加光照积温提高西瓜

甜度。每个瓜从坐果到成熟少则长30

多天，多的长40多天至50天直至完全

成熟，否则影响品质和口感。

今年，张士和种瓜20亩，张雁翅

种30亩，张士方种了55亩。5月12

日，张士方家西瓜先成熟开园，随后张

士和、张雁翅家晚一周开园。由于西

瓜品质好，尽管价格比同期西瓜市场

价高出一倍，到6月12日刚好一个月，

三家粗略算账合计售瓜收入已超过

70万元，比去年同期净增35万元。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

讯员高顺强 刘力娜）6月12日，潢川

县第三届“万亩桃园·光州水蜜桃”采

摘节在该县白店乡杨集村文化广场开

幕。

光州黄桃、光州水蜜桃1号、光州

白蜜、光州金秋……在活动现场，十多

种颜色各异、水灵饱满的水蜜桃摆在

品鉴台上，桃园里人头攒动，水蜜桃挂

满枝头。采摘节通过看桃、采桃、品

桃、游园，持续壮大潢川水蜜桃产业，

推介潢川水蜜桃产业。

据了解，近年来，潢川大力发展水

蜜桃产业，整合了12家合作社或公

司，带动发展周边3个连片村，以及光

山县、潢川县7个兄弟乡镇种植区，带

动周边 4个县区合作共赢，总投资

4000余万元，产值3000余万元，总种

植面积达到9000亩。

除了传统的种植、采摘环节，园区

以“桃”为主题，通过举办采摘节、赏花

节等乡村休闲观光活动，实现看花卖

桃、订单卖桃，增加特色产业效益和扩

大品牌影响力。

“今年，我们的水蜜桃远销北京、

上海、香港、澳门等地，一直供不应

求。去年我们注册了‘旺子山’商标，

潢川县“白店水蜜桃”在2021年12月

底入选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

录库。今年，我们的水蜜桃即将完成

全国‘绿色食品’认证。潢川水蜜桃在

8个年头里，从杨集村走到白店乡，再

走出潢川县，逐步推向豫东南、走向全

国。”作为潢川县特种水蜜桃种植大军

中的龙头代表，潢川亚兴种植专业合

作社社长刘亚向记者介绍道。

“园区以联营、技术服务、管理顾

问等方式，持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逐

步将潢川水蜜桃推向全市、全省乃至

全国，在带动周边群众致富的同时坚

持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效益和带动

面逐年递增，带动全县3000多户致富

增收。通过8年多的坚持和努力，县

乡党委、政府积极推进产业规模经营，

创新发展模式，让老百姓主动参与创

造并分享产业高质量发展红利，为实

现产业绿色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发展范

式。”白店乡乡长张志奇告诉记者。

□姜永栋

同样是西瓜，普通西瓜不好卖，舞

钢的“叔侄西瓜”价格比同期西瓜市场

价高出一倍仍很抢手；同样是醋，普通

的论斤卖，正阳的精品王勿桥醋每两

能卖到10元；同样是桃，有些地方的

桃无人问津，潢川县的“白店水蜜桃”

在8个年头里已经走出潢川县、推向

豫东南、走向全国……

“做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畅销的农产

品有品牌，而且品牌还很“硬”。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农产品不在偏远，有“品”

则不愁卖。

品牌，就是农产品的“身份证”，也

是农产品敲开市场大门的“通行证”。

如今是一个人们从“吃得饱”转向“吃

得好”、从“消费产品”转向“消费品牌”

的时代，大家对农产品的认识也发生

了改变，比起关心价格问题，他们更关

心质量、品牌等。一个农产品，如果没

有品牌，在销售时只是强调“我的农产

品就是好”这样的空洞表达上，靠拼低

价抢市场，不仅难以打开外地市场，在

本地也难以卖上好价钱。反之，如果

农产品有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不需要

过多吆喝就有人找上门来，不但不用

愁销路，身价还能突突地往上涨。

农产品品牌的创建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

中，一方面，政府要给予大力支持，帮

助农民把品牌打造好，把典型塑造好；

另一方面，农民也要对创建品牌重视

起来，树立品牌意识，学会打造品牌，

让自己辛苦培育出来的农产品有“名”

有“姓”，卖得出、卖得远、卖得好。

商城县连二塘村

接天莲叶无穷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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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9 日，在宜阳

县赵保镇长岭村红果采

摘园，果农赵粉灵在采

摘红桃。眼下正是红桃

采摘时节，她家种植的

红桃尽管每公斤 10元，

仍供不应求。

本报记者 杨远高摄

上蔡县杨屯乡

映日红花别样红

鲁山县熊背乡

血桃结出小康果

泌阳县官庄镇

香菇铺出富民路

有“品”不愁卖
品牌响 品质好

舞钢“叔侄西瓜”一月卖70万

做强品牌 助农增收

潢川水蜜桃走向全国

振兴路上醋飘香
正阳王勿桥社区年产传统伏陈醋2500吨，产值4500万元

夏日炎炎
红桃好甜

正阳古井醋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彭文强准备腾缸装新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