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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达人

“三农”观察

特约记者 庞磊

见到朱文华时，

他刚参加完第二届

南阳市创新创业大

赛。今年 53岁的朱
文华是内乡县科协

的一名干部，但工作

之余，搞发明已成为

他的最爱。

“一次性木质餐

具和衬垫的制作方

法”是朱文华的第一

个发明专利。一个人

的创新发明心智大门

一旦打开，就会一发

不可收拾。一次发明

专利的获得感，并没

有令朱文华沾沾自

喜，停止不前，反而加

快他科技创新发明的

步伐，一个个专利接

踵而来，实用新型专

利木材碗状薄片曲面

刀、家庭榨油机……

人们常说，艺术

创作来源于生活而高

于生活，搞发明也有

类似之处，大部分发

明元素都是从现实生

活中提取来的，实用

新型专利脚踏式家用

湿粮包装抽真空装置，

就是朱文华在一次生

产劳动中的意外收获。

有一年，岳母家的玉米喜获丰收，一

个星期天全家总动员去抢收玉米，从地

里掰玉米、剥皮、晾晒、储存，工序复杂，

耗时费力，两天下来，不经常下地干活

的朱文华累得生了一场病。如何解决

刚刚收回来的玉米储藏问题，他尝试着

做一个家用湿粮包装抽真空装置，来缓

解抢收玉米的劳动强度。起初，他收集

生活中的废品作为机器的零配件，但随

着一次次的试验，一些主要配件必须从

市场上购置，平时一头扎在发明里的朱

文华，没能分担家务，还要额外投资，使

得本来就觉得他瞎折腾的妻子心有不

满。一心想弄出点名堂的朱文华，一边

儿做家人的思想工作，一边儿继续着自

己的制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申报的

实用新型专利脚踏式家用湿粮包装抽

真空装置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认定，在农村粮食机收后，不用晾晒可

直接储存，此装置可避免虫咬、鼠害，不

怕天气阴湿造成霉烂，城乡居民还可用

于茶叶、衣服、干菜等储存。朱文华说，

研制大型真空器，可用于国家粮库，使

之存储时间达10到20年。
执着的朱文华，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的选择，原本不支持搞创造发明的妻

子，眼瞅着他捧回一本本专利证书，欣

慰地笑了；因为科技创新的精神和取得

的骄人成果，他被各级科技部门充分肯

定；他发明的脚踏式家用湿粮包装抽真

空装置也被“请进”内乡县众创空间，对

外公开展出。

一个个发明专利的出炉，朱文华累

并快乐着，创作发明也由单一领域逐渐

扩展到多个领域。累累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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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故事

“扶贫干部胜亲人”
本报记者 张松 通讯员 牛琳燕

“再过几天，我就完全康复了，可以下地干活摘玉米

了……感谢我的帮扶责任人金书记，他比亲人还亲！”见到王

成义时，他激动地表达感激之情。

王成义，今年69岁，唐河县桐河乡邱庄村3组群众，家里
种了两亩地，夫妻二人共同生活。没有子女，缺乏劳动力，因

病致贫，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其所在的邱庄村由县城管

局派驻工作队参与本村的脱贫攻坚工作。

3个月前，王成义的妻子双手受伤在家休养，他出门为妻
子买药，不料途中三轮车侧翻在路沟中，导致大腿骨折。得知

这一消息后，邱庄村驻村第一书记金同祥，第一时间赶赴医院

看望。由于病情严重，需要及时动手术治疗。当时贫困户先

住院后交费的政策还未出台，王成义资金不够无法办理住院

手续。金同祥和乡村干部多方协调，顺利为王成义开通绿色

通道，先治疗后交费，完成了手续对接，确保最佳的治疗时

机。考虑到王成义家庭贫困，驻村工作队多次到医院看望，并

送去了营养品和慰问金，助他早日渡过难关。

在王成义住院期间，本来动弹不得的他却非要回家。金同

祥得知后，劝导他说：“你放心，你住院这几天，队里的人和村组

干部轮流为嫂子做饭送饭，你就安心养病吧。”同时，熟知政策的

金同祥来回奔波于县、

乡民政部门，之间先后

为王成义申请办理了临

时救助 1000元和大病
救助手续，实现了二次

报销。累累累3

新野

金融活水“贷”动脱贫
本报讯（记者张松）“产业扶贫贷款帮我解了资金难题，

俺拿来搞黄牛养殖，年收入过万元。”新野县王庄镇王桥村贫

困户郑华亭谈起他的脱贫路，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新野县有贫困村25个，贫困户8371户。针对贫困户发展
产业资金短缺的难题，该县引入金融活水，构建“信用建设+产
业扶持+金融支撑”三位一体的扶贫模式，重点扶持贫困户发
展黄牛、蔬菜等特色产业。

该县把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信用评级，将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人员分为三类，并结合还贷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以特色

种养产业为纽带，引导龙头企业与当地农信社、贫困户建立利

益联结机制。建立1000万元的养牛信用贷款担保基金，当地
农信社放大比例，向贫困户发放肉牛养殖贷款，每头牛约4000
元。贫困户按照企业提供的技术开展标准化养殖，肉牛长成

后企业按照市场价回收。此外，以“公司+农户”的模式，按照
“统一播种、统一植保、统一配肥、统一采收标准、统一销售”的

原则，鼓励贫困户发展绿色有机蔬菜脱贫增收。目前，该县黄

牛养殖数量达20多万头，规模养殖园区58个；2000多户贫困
户已加入绿色有机蔬菜的生产和加工，人均月收入达2500
元。累累累3

方城县博望镇

趁墒抢种冬菜5000亩
本报讯（通讯员李善喜 田振文）方城县博望镇一改过去

“春种花生秋收果，一季收完半年闲”的老习惯，积极探索土地

秋冬利用新模式，抓住雨后墒情好的有利时机，精细整地施

肥，选准高效菜种，眼下，已播种荠荠菜、面条菜、白菜、菠菜、

香菜、胡萝卜等5000多亩。
博望镇是个有18万亩耕地的农业大镇，通过调优农业结

构，今年种植发展春花生5.5万亩，秋播花生3万多亩，虽然亩
产值达3000多元，但一直沿袭“花生收罢地里闲，等待来年再
种田”的传统习惯，造成秋冬土地资源白白浪费。为改变农民

的种植习惯，去年，该镇由农业中心牵头，设立试验田，结果试

验区每亩可多收入1000元～2000元，同时，起到了轮作倒茬、
改良土壤的作用，有利于春花生的生长。在去年试点试验的

前提下，该镇大力宣传成功经验，派出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指

导技术，购进蔬菜、山野菜良种800多公斤，复合肥200多吨，
及时供应给农民。

9月初的一场秋雨过后，该镇及时派出机关干部和专业技术
人员下乡，指导农民深耕整地，精细播种。目前，该镇5000多亩
秋冬蔬菜已经出苗，预计可增加农民收入600万元以上。累累累3

特约记者 刘理政 通讯员 王珂

镇平县张林镇李寨生态园以农民

专业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

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于一

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带动更多的群众

致富。自2016年4月开园试营业以来，
共接待游客约20万人，累计营业收入
达2000万元以上。
“引入优势资本，精心布局打造，争

取把其建设成为全市、全省出名的田园

综合体示范点，带动一方群众家门口就

业致富。”着眼未来发展，张林镇李寨生

态园董事长张念霞如是说。

园区建设底色是绿
走进李寨生态园，气派的汉式大门

傲然挺立，平整洁净的沥青路延伸到各

个功能区。放眼四望，各色鲜花绚丽绽

放，乔木灌木错落有致，小溪平湖相互

连通，梨子挂满枝头，葡萄让人垂涎欲

滴，水面上的大白鹅扑棱着翅膀，在平

静的水面上荡起一层层涟漪，让人仿佛

回到了儿时的田园……

生态园，生态是关键，绿色是底

色。据生态园总经理张超介绍，园区计

划总投资1.5亿元，但在绿色、田园风光
的营造上就占了总投资的80%。园区
总占地1260亩，有1200亩地规划种植
了各种植被。其中，种植薰衣草、牡丹、

百日红、高杆月季、芝樱、郁金香、风信

子、水仙等花卉300亩；种植葡萄、小香
梨、美国凯特杏、樱桃、薄皮核桃、日本

柿子、日本樱桃、猕猴桃、砂糖橘、红肉

苹果等林果600亩；栽植竹柳、日本樱
花、海棠、银杏、红枫、桂花等稀有苗木

200亩。同时，还利用原有地质、地势
设计建设了西高东低、占地100亩的生
态水系，潺潺流水不仅浇灌着各种植

物，更让园区有了灵动的韵味。

园区发展创意是魂
漫步生态园，满眼的绿色，让你不

会感到疲惫无趣。如果你想带孩子亲

近自然，这里有草莓、葡萄采摘园供你

选择；如果你想玩水消暑，这里有梦幻

海让你乐享清凉；如果你是一个军事迷、

攀岩爱好者，那么这里的拓展训练基地

可让你一展身手。这里还有精致的木屋

餐厅，有草原风情的蒙古包、独具特色的

水泥管客房……总之，在这里，绝对可以

让你找回平静安逸的内心。

据悉，生态园在建园之初，就顺应

都市近郊游发展趋势，将农业发展与城

市居民生态休闲相结合，农业第一产业

与生态餐饮等第三产业相结合，建设了

亲水游艺区、植物认知园、花卉观赏区、

四季采摘园、休闲垂钓园、游客服务休

憩区等六大主体功能区。主要经营项

目有林果蔬菜采摘、苗木花卉观赏、休

闲垂钓、亲水游艺、餐饮住宿、特色农产

品销售等，力求通过创新农业特色服

务，不断满足都市居民各种需要。

至目前，园区初步形成了春赏郁金

香、夏玩水上乐园、秋赏百合花、冬赏灯

光秀四季特色休闲观光。并在春节、五

一、十一等重要节日开展丰富多彩、游

人广泛参与的活动，园区吸引力和知名

度不断提高，经营收益不断攀升。自

2016年4月开园试营业以来，共接待游
客约20万人，累计营业收入2000万元
以上。

产业带动共享是根
如果说生态园的建设发展是社会

大势，那么这种大势对张林镇、对李寨

村可以说是一种福音。

在生态园内我们见到了正在园区

动物区喂马的李东辉。李东辉是李寨

村的一个贫困户。今年71岁，前些年患
轻度重风，由于治疗及时，所幸没有落

下残疾。但其儿子前年不幸中风，失去

劳动能力，一家人生活压力巨大。他一

直想在外找个工作增加收入，减轻负

担。但在农村，像他这种年龄的人如果

想在外找工作根本不可能。但幸运的

是，生态园的建设给了他这个机会。每

个月1500元的收入，足以保障其一家人
的生活。像他这样在园区工作的贫困

户还有14人，每人年均工资万元以上，
每个人都有了脱贫致富的资本。

生态园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不忘自

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主动与镇政府对

接，依托自己园区产业优势，积极参与

到脱贫攻坚中来。园区成立了扶贫办

公室，专门负责扶贫事项。目前，通过

到户增收入股分红模式，园区已与张林

镇的90户贫困户签订了协议，每户每
年可增加收入500元。通过小额贷款
协议扶贫模式，与160户贫困户签订了
合作协议，每年可为贫困户增收4000
元。尝到生态园发展甜头的不只有贫

困户，还有附近的村民。生态园在建设

经营过程中，辐射带动了周边 6个村
100余人就业，人均年收入达到1.2万
元以上。

张 林 镇 党 委 书 记 周 俭 说 ：“ 李

寨生态园的兴建突破了传统农区的发

展瓶颈，为促进农区的经济发展探索了

一条新路，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的共赢，张林镇将大力支持其

开展‘田园综合体’试点创建工作，相信

在其带动下，张林镇的现代农业发

展必将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累累累3

张林镇李寨生态园—

农游一体 带富一方

本报记者 张松 通讯员 别小龙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有

初中文化，但讲起学习的魅力时，却是

一套一套的；他坚持读书看报20多年，
感染和影响许多人跟他一起学习；他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教导后辈

亲近传统、熟悉经典，以此增强大家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认同……

他就是王广州，现年52岁，西峡县
丁河镇丁河村人。

中等个头，身材精瘦,但双目炯炯
有神,衣着整洁,脸上微微带着笑。初
见王广州，他正在小区出最新一期的

黑板报。

一个人喜欢学习只是爱好，是小

打小闹；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学习，可能

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前几年，王广州在居住的小区制

作了一块黑板，办起了文化乐园板

报。在他的带动下，目前参与出黑板

报的成员达到数十人，有小学生、中学

生、高中生、在校大学生和退休教师

等。每出一期板报，他总是把内容拍

下来分享到朋友圈中，跟朋友分享学

习的乐趣。

生活中，王广州把自己没有好好

学习而遇到艰辛的例子当成教材，为

丁河一中全体学生现身说教。谁家孩

子在学校不好好学习，与老师或家长

闹矛盾，他就主动到学生家里，引导孩

子走出困境。在他的劝导下，20多名
学生重拾信心，返回校园继续读书。

王广州走到哪里，就把学习的理

念传递到哪里。2001年，他在陕西省
青山镇新庙村收购香菇时，与一个叫

于青青的学生谈学习、谈人生的道理，

助其坚定人生信心，明白学习的方

向。后来于青青考入医科大学，成为

一名脑外科医生，时常打来电话问候，

这对王广州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

王广州不仅教育别家的孩子，对自

己的两个儿子和几个侄子也是如此。

“2011年正月初一，参与人员：王
正红、王正容、王正东、王正杨、王正

铭、王正伟，谈话内容：一是兄弟要团

结，二是个人要加强学习（学习文化知

识、礼貌待人等），三是过1年长一岁，
把各自的事情做好，当哥的要给兄弟

们做好榜样，四是要求明年正月初一

要早点参加会议，年长的4个都要讲自
己1年的主要收获，五是共同读一篇文
章《教养的证据》，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六是提个要求，要多读书

多学习，多读一些有益的书。”这是王

广州笔记中记录的内容。

一直到现在，王广州每次遇到

学生，总会跟他们聊上几句，使他

们明白学习的价值，促使学生们取

得更大的成绩。正如《弟子规》中

的一句话“知人善，扬人善，人知

之，勤思勉”。

“‘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读

《资治通鉴》，让我知道了吕蒙因吴主

孙权劝说而学习之后的惊人变化。”王

广州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让我得以

窥见历经千年依旧闪闪发光的民族智

慧。“有道是‘开眼看天下，合道即为

福’，如果想成为有福之人，那就好好

学习吧！”累累累3

耕读传家领新风

“老郭说农事”之二十六

农产品要在“特”上做文章
□郭天强

整个夏季，南阳城区大街小巷都有“桐寨铺西瓜”的叫卖

声；秋天来了，“桐寨铺红薯”的叫卖声又此起彼伏。桐寨铺是

唐河县的一个镇，这个地方种出来的西瓜、红薯有特色，深受

市民喜爱，已经小有名气。以“桐寨铺西瓜、红薯”的名号叫

卖，卖价高，卖得快。

这个事例告诉我们，特色，对农产品的种植和销售多么重

要。特色农产品，是指特定区域、特定时间、特定品种、特定气

候生产出来的具有独特品质的农产品。俗话说“物以稀为

贵”，农产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唯我独存，唯我独尊，这就

是特色。

特色农产品需要发现。特色农产品受自然地理环境条件

限制，各地的自然条件有所不同，同样的农产品，口感、营养成

分甚至外观都会有差异。要从品种类型方面、种植养殖方式方

面和消费者的需求方面寻求差异点，发现农产品的独特优势。

特色农产品需要开发。以前，猕猴桃处于野生状态，山茱

萸在深山中零星生长，香菇仅仅是一种野生菌，这3个东西被
驯化改良后规模化种植，逐渐被消费者接受，开拓出市场，打

响了品牌，已成为西峡县强县富民的支柱产业。所以说，特色

农产品需要发现，需要开发，这样才能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特色农产品需要保护。保护特色农产品，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申报地理标志，这样既保护了知识产权，也便于培育自己

的品牌。

特色农产品在于“特”而不在于“贵”。特色农产品因其

“特”而有可能会比同类产品卖价高。但“特”与“贵”未必就能

画等号，“特”更不等于天价。一只土鸡，用中草药喂养卖1000
元，其价格远远超出了价值，能买得起且愿意买的消费者寥寥

无几。抓住“特”字卖高价，是把消费者当成了傻瓜，其结果必

将会事与愿违；抓住“特”字打造品牌，使特色农产品规模化、

品牌化，这才是特色农产品经营的王道。

特色农产品，“酒香也怕巷子深”。往往是，特色农产品在

当地卖不上价钱也显不出特色，但一走出去就特别受关注。

譬如说，如果没有海外广阔市场的支撑，西峡香菇既不会有销

量，也未必能卖上价钱。所以，对特色农产品要宣传，要包装，

要走出去，要开发市场。

特色农产品未必都会有好收益。很多古老的品种和种植

养殖方式，生产成本高、生产效率低下，而且其产品从外观、口

感、营养和安全方面品质一般，若一味地求“特”求“土”，则无

法得到消费者认可，生产越多，赔钱越大。

如何发现特色农产品？如何开发特色农产品？特色农产

品与地域性关系如何？笔者将在下篇浅谈。累累累3

新乡贤

园区内百亩人工湖吸引众多游客 特约记者 刘理政 摄

王广州正在出黑板报 本报记者 张松 通讯员 别小龙 摄

方城县河南亚盛牧业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基地+贫困户”模式参与脱贫攻坚，建立育肥羊养殖基地，为百余贫困户代
养育肥羊近万只 累累累3 本报记者 郭天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