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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师红军
乔新强）6月5日，地处青山绿水环抱中的

鲁山县四棵树乡张沟村照例迎来了不少

前来游玩的游客。他们玩玻璃滑道、网红

桥，看洗茧缫丝、传统古法织绸和价格不

菲的柞蚕丝制品，到蚕坡看彩色柞蚕，到

山林里看食草猪，到桑椹林采摘桑椹，临

近中午，纷纷涌到村里的农家院或许家山

荘吃一顿地道的农家饭，尝一尝声名远扬

的酱焖鸡。

“俺们村每天来游玩的客人都在六七

百人以上，每天消耗掉的酱焖鸡在三四百

只。”张沟村党支部书记许建军说。

从偏僻落后的深山小村到休闲游目

的地，张沟村是鲁山县发展全域旅游崛起

“沟域经济”的缩影。

近年来，鲁山县四棵树乡张沟村和黄

沟村、团城乡花园沟村、张良镇杨李沟村、

董周乡杨树沟村等5个山区村，围绕“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加大

美丽乡村建设力度，按照因地制宜、一村

一品的原则，打造亮点纷呈的文化旅游品

牌，引领着鲁山县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的

步伐。

张沟村“农家乐”独具特色。2001

年，张沟村在平顶山市率先发展“农家乐”

旅游，生态美景和纯正的农家特色饭菜吸

引了外地游客蜂拥而至。农家菜和烙油

馍、玉米糁稀饭人均15元管饱，如果想品

尝主打招牌菜——酱焖鸡，另加100元即

可。这两年，村里又新建了玻璃滑道、网

红桥。目前，到张沟村游玩已成为周边市

民“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体验农家生活、

享受田园风光”的首选目的地。

黄沟村“自助式农家院”别具一格。

黄沟村把一些土墙柴瓦房加以修缮，把旱

厕改造成水冲式，配置一些老式家具，把

卧室布置得像宾馆，虽不提供三餐，但农

村的烧柴大锅台、电磁炉、锅碗瓢盆、油盐

酱醋齐全。游客可以自带食材，也可以向

当地村民购买新鲜蔬菜做饭，尽情享受轻

松自在的田园生活。目前，该村已打造四

处自助农家小院，每个小院可安排3户人

家休闲居住，日租金500元左右，常常一

院难求。

花园沟村“高端民宿”吸人眼球。花

园沟是清水河的源头，森林覆盖率高达

95%，还有“千年辛夷王”“万年榆”“棋盘

石”“楚长城遗址”等自然美景，引得许多

游人前来一睹为快。河南金涌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也看上了花园沟村这块“风水

宝地”，投资500多万元，打造“清水源山

居”高端民宿，让游客体验一把“山村别

墅”和世外桃源的生活。目前，16间客房

成了“抢手货”，最少要提前一个星期预

定。

杨李沟村三个“主题公园”亮点纷

呈。“孝道园”中间有一个古朴的“孝道

亭”，周边10多幅反映孝道故事的墙体画

图文并茂，让游人时时处处感受到孝善文

化的熏陶。“农耕园”还原了上世纪农村典

型的日常生产生活情景：土墙柴瓦主房，

小院内有压水井、小菜园、架子车和几株

果树。“乡愁园”中央摆上一盘石磨，周边

农户家的院墙涂白后，画上了以前农家孩

子“推铜箍（铁圈）”“打皮牛（陀螺）”等墙

体画。如今该村成了新人拍摄婚纱照的

理想之地，也是游人流连忘返的打卡地。

杨树沟村“麦秸垛”留住乡愁。在杨

树沟村外的一大片空地上，几个偌大的麦

秸垛格外吸人眼球：在没有联合收割机的

年代，打麦是在打麦场里用牛拉石磙碾

压，留下的碎麦秸秆用木杈挑起来，摞成

一个大蘑菇形的麦秸垛。现代人怀念的

所谓“炊烟袅袅”，其实就是用麦秸生火做

饭时的情景。该村还把个别群众仍在使

用的红薯窖稍加改造，然后展示出来，把

院外的小菜园用竹篱笆围起来，一下子将

50后、60后、70后群体的思绪带回到儿

时年代。

“鲁山县正在实施全域旅游战略，‘五

沟’美景就是一张张‘留得住青山绿水、记

得住乡愁’的新名片，乡村振兴的示范

点。”该县文广旅游局局长景春迎介绍道。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李耀稳）

6月3日，走进上蔡县东洪镇杨沈庄村苏

春雷西甜瓜种植专业合作社，大棚里的

西瓜碧绿滚圆、惹人喜爱，前来拉货的

车辆络绎不绝，上百名村民采摘、打包、

称重、装车，忙得不亦乐乎。

杨沈庄村大片耕地位于黑河南岸，

土质肥沃、水质好，周边闲散劳动力

多。2019年，东洪镇经综合考量引进苏

春雷西甜瓜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产业发

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当下，合作社千

亩“甜王”西瓜陆续成熟、抢鲜上市，由

于糖度高、密度高、纤维少、汁水多、口

感好，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引来广东、

广西、四川等地客商大量订购。

苏春雷西甜瓜种植专业合作社由

沈阳人苏春雷创办，在杨沈庄村总投资

500万元，流转土地1000亩，一年种植

“甜王”等高产品种西瓜两季。“甜王”是

合作社因地制宜精心选取的西瓜品种，

施用豆饼等粮食作物提取的微量元素

肥，并特地从山东请来技术员进行种植

指导。

杨沈庄及周边村民把土地流转给

合作社并实现就地务工，种植期施肥、

管护、掐瓜头，收获后空棚、整地、修棚，

日出工量200人，高峰期每天出工500

人，工资当日结算，每人每天60元。

“西瓜现在的市价是1块3毛钱一

斤，亩产9000斤，一年两季总收入能达

到1600万元。”这笔账苏春雷算得喜笑

颜开，他不住地感慨，在县、镇两级政府

的支持下，实现了自我发展和助力脱贫

攻坚双赢。

“三夏”时节，豫东大地，麦浪滚滚，

机声阵阵。田野里，各种农业“铁军”纵

横驰骋，沃野泛出层层金色的浪花。在

商丘市梁园区双八镇宋楼村的田野里，

麦子收割已近尾声，一台“突突”作业的

秸秆捡拾机正在麦茬间驰骋。所经之

处，满地散落的麦秸被全部“吸”走，随

后，机器尾部便“吐”出一捆捆的秸秆压

缩捆，像一个个行李卷散落在田地里。

“张书记，多亏你帮俺贷款买了这

部小麦秸秆捡拾机。你看，今天俺在麦

茬地里捡拾小麦秸秆120多捆，家里已

储存了28吨，俺家24头牛一年的口粮

不发愁啦！”6月3日，宋楼村脱贫户唐兴

旺一边熄火停稳机械，一边开心地对回

访的镇纪委书记张建博说。

看着田间金灿灿的麦秸捆，听着唐

兴旺开心的话语，张建博心里也乐开了

花。他的思绪顿时飘回到1个月前。

4月29日，张建博到自己帮扶的脱

贫户唐兴旺家中了解肉牛饲养情况。

“张书记，你看，俺这些牛一天光吃干草

就得200多斤，再加上精饲料，一天开支

得300多块钱。”唐兴旺双手一摊开无奈

地说。

“老唐，咱村每年所产的麦秸、玉米

秆很丰富，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些秸秆收

储起来，当牛饲料使用？”张建博用征询

的口吻说。

“小麦玉米秸秆营养价值高，完全

能替代牛的主草料使用。俺现在喂牛

的草料就是买的人家打好捆的麦秸，一

吨600多块哩！”唐兴旺回答。

“我到镇农机站帮你咨询了一下，

一台秸秆捡拾机一个麦季下来能捡拾

麦秸30吨，相当于挣回1.8万元钱，再

加上秋季捡拾玉米秸秆，一年少说也能

减少草料投资4万多元。”张建博粗略

地算了笔账。

“家里的钱都投资到养牛成本上

啦，一时半会儿周转不到买秸秆捡拾机

的款。”唐兴旺猛吸一口烟说。

“只要你打算买，筹钱的事我帮你

解决！”张建博用手轻拍唐兴旺的肩膀

说。

“只要能筹到钱，俺立马买一部秸

秆捡拾机！”唐兴旺表示。

说干就干。翌日，张建博帮唐兴旺

申请了5万元的小额贷款。3天后，唐

兴旺买来了秸秆捡拾机。张建博从镇

农机站请来一名农机师教唐兴旺秸秆

捡拾机的操作技术。这才有了今年“三

夏”小麦收割一开始，他就忙着跟在收

割机后头捡拾麦秸。一般一亩麦地可

打麦秸40捆，唐兴旺按每捆1元的价格

付给农户，不仅为废秸秆找到了出路，

还为播种夏秋作物提供了方便，所以村

里群众都乐意让唐兴旺到自家麦茬地

里捡拾麦秸。

“叮零零、叮零零……”一阵手机铃

声打断了张建博的思绪。原来是唐兴

旺的手机响了，他赶忙摁下接听键。

“喂，老唐，你好！我是老李，这两

天天气干燥，群众都害怕秸秆起火，你

能抽空到俺村帮忙捡拾麦秸吗？俺村

的秸秆不要钱，白送……”电话那头传

来邻村候庄党支部书记李海华急切的

求助声。

当唐兴旺把这一喜讯转告张建博

时，四只大手又紧紧握在一起。“哈哈哈

哈哈哈……”一刹那，两人的笑声回荡

在田野上空。 （陈臣）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党晓
峰刘艳红）“大家都注意啊，一定只采成

熟花蕾和接近成熟的花蕾，不带幼蕾，

不带叶子，把好质量关!”6月2日，在禹

州市浅井镇书堂村的金银花基地里，该

村支部委员陈国奇反复叮嘱采摘金银

花的村民。

在书堂村后的山坡上，记者看到，

100多亩的金银花地里，一行行枝条上

开满了一串串黄白色的花蕾，十来个村

民正在紧张地采摘，并以最快速度把刚

采摘的花蕾送到村里的烘烤车间。

“禹密二花”是禹州市原产的地道

中药材，以产于禹州、新密交界处的山

区命名。2018年，田军涛被选为书堂村

党支部书记。他看到全村群众祖祖辈

辈一直靠山岗薄地刨食吃，除了外出打

工，几乎没有经济来源，有了种植金银

花的打算：“咱村就处在禹州、新密交界

处，气温、土壤都非常适宜，能不能发展

种植金银花，带领群众脱贫？”

田军涛与禹州市政务服务中心驻

书堂村工作队一起，带领村组干部到封

丘县等地考察，并于当年购进两万棵产

量高、花期长的金银花苗。

村干部陈国奇、李少杰带头栽种，

由于管理用心，金银花成活率超过

90%。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全村群众

也积极种植。

为发展村集体经济，去年10月，村

集体统一流转土地60多亩，连片种植金

银花2.8万棵。前3年每亩土地支付群

众400元租金，第四、第五年，分别送给

群众40%、50%的股份。5年后，金银花

亩纯利润达 5000 元以上，送给群众

60%的股份，并安排贫困群众到基地务

工增加收入。

金银花打苞后，必须及时采摘，尽

快晒干。而过去一直沿用的自然晾晒

法容易受到天气影响，从而影响药用价

值，也影响价格。今年4月，该村投资

9.79万元建起了烘干车间。从5月15

日开始装入第一炕，每天都及时采、及

时烘。半个多月来已烘干金银花50多

公斤，按照近期市场每公斤300元价格

计算，收入可观。

“目前，中药材市场上干品金银花

供不应求。下一步，我们还要研究育苗

技术，降低种植成本，扩大种植规模，带

动更多的乡亲们共同致富！”田军涛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符浩）“孟夏之日，天地始

交，万物并秀。”记者行驶在淮滨县谷堆

乡，处处可见绿意葱茏、生机盎然的景

象。

位于刘营村的鑫源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蔬菜基地里十余人正在抢收毛

豆。“由于签的是订单，合肥客户催得

急，得加班加点干。”基地负责人陈勇告

诉记者。

“我在合作社干活，不误家里的农

活，每月还有3000多元的工资咧！”刘

营村村民杨延亚高兴地说，“早些年意

外导致终身残疾，一度情绪不好。这两

年在这里工作，重拾了对生活的希望。”

“一级工二级工，不如菜农一挑

葱。”这句上世纪80年代盛传的“顺口

溜”依然影响着谷堆乡。因为人多地少

供求矛盾突出，这个乡大部分土地一直

以来以种植蔬菜为主。

“我乡的土质特别适合种植蔬菜，

又紧临县城，区位优势显著。”谷堆乡党

委书记吴世红说，“蔬菜种植大户陈勇

注册成立鑫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带

动我乡蔬菜种植向规模化、科学化、品

牌化方向发展。”

目前，鑫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流

转土地600亩，建温室大棚50个，带动

贫困户138户、周边行政村11个合作社

及农户种植蔬菜1800亩，建温室大棚

600多个，年蔬菜产量达3000吨，年销

售量达5000吨。

“我们注册了‘盛世绿博’商标，主

打水果黄瓜，获得了‘一村一品’荣誉证

书和‘无公害农产品’证书。特别是蔬

菜‘党建联盟+产业联盟’成立后，各个

蔬菜种植经营主体抱团取暖，现已注册

商标‘安馨绿博’29类和31类，品牌竞

争力逐步增强。”陈勇高兴地说。

据了解，蔬菜产业联盟的成立把每

个蔬菜种植农户与党组织链接起来，每

名党员负责联系帮扶3~5户蔬菜种植

户，并建立“帮扶卡”。同时，产业联盟

积极规划建设集蔬菜储藏保鲜、生产加

工、物流交易于一体的综合性蔬菜大市

场，推进产供销一体化。

“目前，我乡牵头成立的蔬菜产业

‘双联盟’吸纳了全县12个乡镇的43个

蔬菜经营主体，共种植蔬菜1.5万余亩，

链接党员280名，带动贫困户993户。

我们正在着手打造蔬菜产业经济带，推

广线上线下销售，持续强化党建引领，

将‘组织力’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

力’。”吴世红表示。

6月1日，正阳县吕河乡夏庄村寇庄组村民杨群的葡萄园里，工人忙着给葡萄疏果。

这是杨群夫妻俩2017年引进种植的6亩“夏黑”葡萄，今年迎来了盛果期，夫妻俩期望着

秋季能有一个好收成。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珺摄

鲁山县“五沟经济”激发乡村活力

麦秸打捆贮存“变身”肉牛口粮

上蔡县东洪镇“甜王”西瓜富一方

禹州市书堂村干群协力摘“金银”

淮滨县谷堆乡“联盟”种菜产业兴

6月3日，河南省人大代表胡业勇的劳模团队驾驶大型麦秸收获打捆机在宁陵县华堡镇胡庄村麦田里作

业。连日来，该劳模团队深入麦田，为困难农户义务回收麦秸，打捆贮存搞养殖，既有效防止了麦秸焚烧带来的

环境污染，又解决了养殖缺少粗饲料的难题，增收、增效又环保。 吕忠箱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志
丹）5月30日下午，在郏县冢头镇花园

村富民养殖合作社，满载秸秆的大小车

辆络绎不绝，无用的小麦秸秆变成了

“香饽饽”。“从本月24日开始，牛场以每

吨500元的价格大量收购秸秆。镇内

贫困户凭身份证，收购价为550元每吨，

目前已收购360吨左右。”花园村牛场负

责人李国彬说道。

目前，该合作社存栏1000多头奶

牛、160多头红牛。合作社采用“公司+

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发展奶牛养殖

业，带动养殖户共同致富。收购小麦、

油菜等农作物秸秆作为奶牛饲料，不仅

降低精饲料投资，减少养殖成本，还提

高了秸秆综合利用率，增加农户收益，

从源头上遏制秸秆焚烧，实现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据了解，冢头镇小麦种植面积约

4.6万亩，秸秆产出量约6000吨。该镇

积极做好秸秆综合利用文章，组织秸秆

收购企业、养殖大户与种粮大户面对面

对接，引导群众积极回收秸秆。在东街

村，麦收后的田地里，处处可以看到捆扎

成型的小麦秸秆。养牛大户周凯歌筹资

购置一台秸秆打捆机，用来收集小麦秸

秆。“我们家养殖红牛50多头，小麦秸秆

简单加工，喂的时候省力省时、节省成

本，从牛饲养开始到出栏，每头牛能节省

300～500元饲料钱。”周凯歌说。

冢头镇在发展畜牧业破解秸秆难

题的基础上，还积极推行秸秆还田，倡

导秸秆肥料化利用，推广秸秆机械化还

田等技术，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

从根本上解决了秸秆焚烧污染环境的

大难题。

秸秆巧利用 废物变新宠

麦秸回收 变废为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