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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黄河，见证沧桑巨变；

百年峥嵘，书就奋进华章。从

小麦亩产 40 多公斤的盐碱滩

到粮食总产超过 15 亿斤的米

粮川，从饱受水患之苦的穷河

滩到多点开花的富民产业和基

建，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封

丘，这座黄河北岸的中原小县

成功摘下了贫困的帽子，越来

越多的人正回到家乡，投入到

乡村振兴的浪潮之中，踏上了

新生活、新奋斗的征程。

封丘县 “八村”建设夯实振兴根基
一块地 盐碱滩变成了米粮川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一群人

李成海很有一种紧迫感。
封丘县留光镇李王庄村，建好的蔬菜大棚内，

村民们正在忙着收割成熟的韭菜，在合作社打工，
他们每天能有70-90元的工资收入；一旁，数块连
片成方的土地也已经整理好，马上就要种上大蒜
等作物，成为合作社的又一收入来源；远处，金银
花也到了采摘的季节，女工们正在来回不停地摘
花；而为整个合作社种植提供养料的养猪场也已
经开始运行，到年底就能有4万头猪的规模。

投资 5000多万元、流转土地 1000多亩，从
去年4月份回乡，李成海也才来到村里一年零两
个月，花费了心血建成的循环农业示范园已经
开始运转，可他还是有些着急。

“有的群众对合作社能不能赚钱心里没底
儿，大家更愿意直接拿走流转土地的费用。”李
成海说，去年有了发展循环农业的想法后，他本
想成立合作社，让大家以土地资金等多种形式
入股，拿着合作社分红，还可以到园区打工，可
还是有不少村民选择了只拿流转费。

李成海说自己急于见到成效，准确来说是
让大家看到成效。他想把产业办起来，让大家
都愿意加入到合作社，挣更多的钱。

因为家里穷，李成海18岁就离开李王庄开始
在外闯荡，辗转河南、新疆、陕西等地，跑工程、做
项目，如今已经53岁的他在大家眼中俨然是一个
成功人士，去年年初，在镇村干部的动员下，李成
海回到了李王庄，开始想办法带领村民致富。而
今年1月份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后，李
成海觉得身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强烈。

“我不想到最后什么也没有给村民们留
下。”走在村子的路上，李成海挥着手兴奋地介
绍着每一块土地的用处，他还把村庄规划做了
个非常大的牌子立在村子的路边。“明年你再来
看，这里绝对是另一番模样。”

就在李成海畅想村子未来的时候，十几公
里外的王村乡小城村，6年前返乡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的郭祖良同样正在为了村子发展而努力，
小城村争取到了省财政厅投资 2500万元的田
园综合体建设试点项目，包括有旧村改造、花卉
博览园、中医文化馆堂、药膳一条街等，结合千
亩中药材花期观赏，小城村正全力打造康养旅
游小镇，使其成为富民强村的新产业。

在陈桥镇陈桥村，2015年放弃了苏州万元
薪酬的刘东洋，回到家乡跟着叔叔刘继恩一起
加入到了保护湿地的行列，给生态保护带来了
新的思路，在坚守湿地环境的前提下，鸟类研究
中心、摄影基地、研学旅行、特色民宿等纷纷成
立，湿地正成为多元产业发展的宝地。

……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除打好乡情亲情牌，搭

建创业平台，吸引本村在外成功人士、大学毕业生
回村任职回乡创业外，封丘县还注重引进懂技术、
懂市场、懂农业的专门实用人才，吸引各类人才在
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筑牢乡村振兴人才基石。

在封丘广大乡村，一个又一个能人和年轻人
来到家乡，带回的不只是资金、技术和产业，更是
经验和眼界，他们为乡村振兴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
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
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新乡市政协副主
席、封丘县委书记李晖表示，该县将以“支部强
村、产业富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生态美村、
文化润村、人才兴村、清廉正村”等“八村”建设
为抓手，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
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努力实现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让脱贫基础更
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1982年，张克纪 29岁，正是能出力气
的时候，然而庄稼的收成却没有因为他的
勤劳而让人有一丝的欣喜。

一句话，地里盐碱得太厉害。
“播的种子至少有一半不出苗，长出来的

是又小又少。”封丘县潘店镇断堤村村民张克
纪描述过去地里的场面，白花花一片，一拨拨
成堆。要是播完种遇上下雨，盐全部渗到土
里，麦苗更是逃不过夭折的命运。

很长一段时间内，封丘都是黄淮海平
原涝碱沙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之一，在上
世纪60年代，不只是断堤村，封丘县100多
万亩耕地中，50.4万亩都是盐碱地，小麦亩
产量普遍在80多斤，盐碱程度低一些的地，
也不过100来斤的产量。

196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黄淮海旱
涝盐碱综合治理项目领导小组”，组长是气
象地理学家竺可桢院士，领导小组下设工
作组，组长则是中科院南京土壤所首任所
长、对封丘治理盐碱影响深远的熊毅院
士。在封丘，熊毅带领的工作组提出了“井
灌沟排”的办法，实施第二年就实现了产量
翻倍，达到了近200斤。

靠着这个方法，一直到1982年，封丘的
盐碱地已经减少到了27.9万亩。为了彻底

消灭盐碱地，将中低产田改造成高产稳产的
好地，中国科学院承担了黄淮海平原综合治
理与开发国家攻关任务，封丘作为重点工作
地区，中科院的专家们再次来到了这里。

张克纪的地也迎来了希望。
在潘店镇，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万亩示

范区，1983年又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封丘农
业生态实验站，开始了盐碱地综合治理。
1982年秋收后，麦苗下地，村民们一开始还
有些心疼因为打井挖渠而占用的耕地，几
个月过去，麦熟开镰，一亩地 200多斤的麦
子足足装了两大袋，每个人都乐开了花。

不仅如此，过去盐碱大，秋粮只能选择
高粱这种抗盐碱好的作物，一年也是只有
100多斤的收成。换成了玉米后，亩产达到
了500多斤！

经过几年的综合治理，到1987年，就在
新乡专区粮食平均亩产只有400斤时，潘店
万亩示范田的小麦和玉米平均亩产已经达
到了 1000斤。上世纪 70年代每年还要吃
国家7000万斤返销粮的封丘，到1987年时
已经可以每年给国家贡献1.3亿斤粮食。

现在，已经 68岁的张克纪和老伴种了
16亩的地，播种、施肥都由机器进行，浇地
一刷卡水就到地里了，收割更简单，仅仅一

上午，收割机便将16亩小麦收割完毕，除了
留下 2000多斤自己的口粮，剩余的 17000
多斤都卖了出去。

如今的封丘，再也看不到盐碱地，小麦
亩产也早已超过了千斤，粮食种植面积稳
定在170.54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15.04亿
斤以上，昔日白茫茫的盐碱地变成了现在
年年丰收的大粮仓。

除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让广
大农民更加富裕。金银花和树莓成为封丘
现代农业的两颗明珠，金银花产业以合作
化经营的模式为主，种植面积 8万多亩，形
成了2个专业种植乡镇，种植覆盖全县所有
的村，年产干花近 1000万公斤，年产值 10
多亿元；树莓种植每亩每年可带给农户
10000 元以上的收益，树莓鲜果、冻果、果
汁、果酱、果酒、含片等产品不但畅销全国，
还出口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等
发达国家。

黄河北岸，饱受自然灾害之苦的封丘
已经成为历史，通过种养结合、农旅融合、
延长产业链条等方式，封丘县循环农业、订
单农业、生态农业等蓬勃发展，一、二、三产
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为乡村振兴打下了
坚实基础。

现在想来，邵珠辉觉得过去的日子“简
直没法过”。

进入 6月，夏天的雨说下就下，前一秒
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便成了暴雨倾盆。封
丘县李庄镇的迁建小区内，邵珠辉关紧家
里的窗户后，继续准备晚饭。“这要是还在
老家，别说做饭了，光堵门都够我们折腾
了。”邵珠辉说道。

邵珠辉之前的家在黄河大堤南侧的滩
区上，一家六口住在上世纪 80年代盖的房
子里，一到下雨天，别人都往屋里躲，她和
婆婆却要第一时间跑去屋外搬来日常准备
好的砖块，把门口堵起来：因为房子盖得
早，周围的地基越来越高，一下雨就像往屋
里倒水一般。

不仅是门口，屋子的房顶也有不少处
看得到光，虽然拿塑料棚修补过，可时间一
长还是免不了漏水，有时甚至夹杂着泥块
掉下来。

“那真是给人吓一跳。”坐在四室一厅
的大房子里，邵珠辉和婆婆大笑着讲着过
去的那些事儿，看不见丝毫愁容，因为她们
知道，那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

自从 160多年前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
道以后，黄河封丘段泛滥频繁，给当地人民
带来了无尽苦难。2014年，河南省开始实
施“三山一滩”群众脱贫工程，封丘县就此
开始了滩区群众的搬迁工作。

2019年，邵珠辉所在的李庄村作为第
二批搬迁的村庄，村民正式搬到了大堤北
侧的新建小区内，现代化的装修设计，干净
的自来水，燃气、电梯一应俱全，从破瓦房
到小楼房，大家直呼像做梦一样。

而让邵珠辉更加感慨的还不是居住条
件的改善，而是生活“有选择了”。

过去为了照顾老人和两个孩子，丈
夫出远门打工挣钱，邵珠辉则只能在家
里种几亩地，虽然饿不着，可日子却一直
十分紧巴。“不是人懒不想干活，关键是
在村里没有什么工作可以选择，日子只
能是凑合着。”

直到搬到了新小区后，一切都发生了
变化。

邵珠辉成了一名小区网格员，每天负
责联系解决 132 户群众日常遇到的问题，
每个月基本工资加补助能领到2500元。

而就在所在小区西边，有一排更大
的“ 房 子 ”，那 是 镇 里 规 划 建 设 的 占 地
3000 多亩的产业园区，目前已经吸引了
10 余家农产品精深加工、汽车后市场和
装 备 制 造 等 企 业 入 驻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2000 多个。

“以后网格员的工作越来越轻松了，我
也准备去企业里找个活干，挣更多的钱。”
选择多了，底气足了，心里也不慌了，邵珠
辉直言生活更有干劲儿。

搬出穷窝窝，搬出精气神。封丘县黄
河滩区居民迁建工程涉及李庄、陈桥、荆
隆宫、曹岗、尹岗等 5 个乡镇 43 个行政村
的 10.08 万人，目前，4个迁建安置区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886 栋住宅楼陆续完工、
一批批基础性公共服务项目相继落成，
10 万余名群众年底前就将全部搬入新
家，本着“城镇与产业同步发展”的思路，
一批市场前景好、就业人员多的产业园也
相继建立。

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封丘
县把迁建安置区打造成了“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唤起了群众奔向新生活的希望。

一栋房 搬出穷窝窝唤起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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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区群众喜迁新居 新建的李庄新区面貌 夏粮喜获丰收

游客畅游油菜花海

金银花已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花

群众丰富的文化生活

脱贫群众在养殖扶贫基地劳动

封丘城区封丘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