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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采风

社旗县委农办组织驻村工作队全体工作人员向帮扶贫困村群众捐助各类冬季衣物100余件，为驻村帮扶部分贫困群众温暖
过冬奉献点滴爱心 累累累3 通讯员 贾景 刘磊 摄

本报记者 张松 张飞 通讯员 张延华

当第一缕晨曦照耀在内乡县灌涨

镇魏庄村时，贫困户于新转已经吃过了

早饭，准备骑车到离家五六里外的养

牛场。

“喂牛、打扫卫生，都是简单的活。”

61岁的于新转告诉记者，她家有6口人，
因病因学致贫，“多亏了村里的养牛场，

俺一个月能挣2000块钱，一家的花销不
发愁了”。

像于新转一样的贫困户，灌涨镇还

有780余户，他们全部享受到了产业兴旺
带来的收益。而这只是该镇特色产业兴

旺发展的一个缩影。

破题——
土地“身份证”安民心

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乡镇，灌涨镇

的产业为何会搞得风生水起？

“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灌涨镇副镇

长薛基伟告诉记者。过去一家一户小打

小闹，高成本、低产出，该镇因地制宜立

足土地做文章，发展特色产业，帮助农户

稳定持续增收。

“有了这个小本本，俺可以放心流

转了。”刚刚领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的刘营村3组村民刘金秀欣喜地
说，土地流转出去后，每亩地每年最

低也有七八百块钱，这是稳定收入。

平常打个零工，每天还可以挣到100元
左右。

魏庄村村委会主任王霞光觉得，土

地有了“身份证”，土地加速向农场、合作

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为村里的

肉牛养殖、金钗种植等产业发展奠定了

基础。

目前，灌涨镇24个行政村全部完成
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规模

经营的家庭农场有96个，合作社61个，
土地确权颁证实现了全覆盖。

壮大——
多元产业齐头并进

土地流转，夯实了产业发展的基

础。灌涨镇通过招商引资，调整结构布

局农业产业，推动产业向多元发展。

魏庄村“两委”经过反复调研、论

证，引进河南福瑞滋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1.3亿元高标准建起了两万平方米的
工业化车间，主要种植金钗石斛等中

药材；

刘营村利用金融扶贫政策，投资

200万元流转土地120亩，建成双孢菇
棚120座，每座菇棚年净收入3万元；

刘岗村返乡创业农民徐红雷，投资

83万元流转了200余亩坡地，建起了徐
氏家庭农场，种植核桃、梨、樱桃等特色

林果，带动6户农户种植桃、樱桃、黑李
78亩……

同时，该镇以建成高效农业科技创

新示范园为着力点，大力发展新产业新

业态，增加群众收入，已发展绿丰、盛美

森等葡萄采摘园 9个，种植葡萄 2500
亩。刘营村的双孢菇、牧原蔬菜、福瑞

滋的金钗石斛通过包装，实现了线上

销售。

如今，在灌涨，养殖业、休闲观光业

等齐头并进，金钗石斛等中药材，西瓜、

葡萄、樱桃、双孢菇等种植业遍地开花，

特色产业成为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有力

支撑。

受益——
乡亲腰包鼓了起来

产业兴旺，受益的是广大乡亲。

在灌涨镇产业扶贫园，曾义勇夫妇

正在采摘双孢菇，“收的是第4茬，一天能
收100多斤，能卖四五百元。”他们告诉记
者，通过双孢菇种植专业合作社，他们托

管了两座菇棚，刚采摘两个月，就卖了3
万元，“比出门打工强多了。”

受益的还有岗头村贫困户樊文德。

菇棚建好后，合作社安排樊文德到菇棚务

工，一年务工收入不低于4000元。同时，

合作社每年从每个棚的租赁费中拿出

3000元，保证他每年有3000元的分红。
为让更多的乡亲受益，灌涨镇还在

刘营、郭营、岗头等村成立了农业经济专

业合作社。按照“量化到户、按股分红、

持续受益”的方式，整合资金100万元，投
入牧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年分红10万
元，壮大村集体经济。

随着产业日益兴旺，灌涨镇乡亲的收

入增加了，村里的环境变化也很大。如

今，走进灌涨各个村庄，但见街道宽敞、房

屋整齐，道路四通八达，处处都能看到群

众的笑脸……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

乡村振兴画卷正缓缓展开。累累累3

“乡村振兴·南阳之路”系列报道之二

内乡县灌涨镇 产业扛大旗 共奔致富路

通讯员 李雪山

在淅川县盛

湾镇大干村，有

一位年届六旬的

农电工，他不顾

年老体衰常年奔

波在山村角角落

落，为村民们搞

电力服务，被村

民们誉为“大山

深 处 的 光 明 使

者”。

他 叫 刘 书

杰，今年已经 61
岁了，是该村二

组 人 。 屈 指 算

来，他已在村电

工的岗位上干了

22年了。
由于地处偏

僻，大干村 1995
年 10月 才 用 上
电。刘书杰被选

为电工。

上岗后的刘

书杰，负责维护村

里的供电线路，每

月底负责抄电表，

替镇供电所代收

电费。同时，他又

购买了打面机、粉

碎机，为村民们打

面、粉碎饲料挣个

加工费。闲暇时，

在家里种田，养了

些猪、牛、羊。由

于勤劳，他穷困潦

倒的日子渐渐有

了起色。

山村的电工

不好干，特别是

大干村的电工格

外不好干。除了线路长、电损大外，夏天

刘书杰还要扛个梯子，拿上砍刀和一根

一头绑着镰刀的长竹竿，满村跑着砍树

枝，谨防树枝挂着电线而导致跳闸停电；

雷雨天，他还需跑到距家3公里之外的村
电房去拉闸关电，等风停雨歇后再跑去

送电。平时谁家的电灯不亮了、电线断

了或者是要换个电闸、拉个电线什么的，

只要喊一声，他就丢下手头的活，赶忙去

给人家服务。

妻子潘荣娃经常埋怨他“傻”，一个

村电工“跑断腿、忙死人、耽误活、不挣

钱”，事实上妻子说这话是有根据的。

妻子多次劝他辞职不干了，可刘书

杰说：“咱不干，村里就没电工了。万一

电线一断停电了，黑灯瞎火的多不方

便。再说了，咱也不能辜负电管所和村

民们对俺的信任呀！”就这样，在与妻子

的磕磕绊绊中，刘书杰在村电工的岗位

上慢慢坚持下来了。由当初一个年富力

强的中年人，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农电

老人。

由于该村外迁的和在县城买房的村

民越来越多，该村常住人口仅剩下22户，
93人。每月使用的电费仅三四百元，还
没有平原村庄一个村民小组的用电量

大。在按用电量的多少，给农电工计酬

的体制下，刘书杰每月的工资是少之又

少。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县城买了房子，

都让他去县城享福，可他硬是舍不得自

己所钟爱的村电工职业。

2016年11月，年满60的刘书杰从农
电工的岗位上退休了，上级安排的农电

工家距大干村很远，来往不方便。本该

颐养天年的刘书杰受托，又拾起电工的

“老本行”，义务为村民们服务。累累累3

本报记者 汤溯

在南阳，有一群人，继承中医传统

文化，扎扎实实把一种草玩出了名堂。

南阳有1000余家生产企业靠这种草吃
饭，10万多农民从这种草中受益，3000
余家电商售卖相关产品，几十个国家爱

上了这种草。

这种草，就是艾草。

1月9日上午，中国艾草产业研讨会
在宛城区电商产业园召开，一大早，来

自郑州、新密、平顶山等地的外地商户

与宛城区有关部门、南阳理工学院专家

学者和南阳本地商户相聚一堂，争先恐

后发言，热烈研讨有关的话题，共商艾

草行业的发展大计。

所有的人都为艾而来。企业家们

既为取得成绩而兴奋，又为南阳艾的发

展前景而焦虑。原来，在艾草这个新兴

的市场上，南阳落后了，已经没有了先

发优势，知名度和美誉度更有待提高。

对于艾草，南阳有很好的历史背景

却没有利用好。比如：南阳有医圣张仲

景,却没有打出地域这个特殊地标性的
品牌,在地理标示上落后于湖北省蕲春

县的李时珍地标,南阳有智圣诸葛孔明,
却没有蕲春人会推介、推销、宣传。艾

的根在南阳,大的种植基地在南阳,艾加
工的机械设备制造发明基本都在南阳,
然而湖北省蕲春县在艾草经济利益上

却取得了远比南阳大得多的收益，值得

我们深刻反省。

中原艾草创新技术战略联盟秘书

长霍建胜激动地说：“蕲春艾草为什么

在全国叫得响，是因为蕲春的艾草市场

被当地艾草协会规范化了。人家有了

地理标示了,并且蕲春的艾草产业由县
委书记亲手抓,不只是在湖北省内知名
度高，而且还上了中央电视台,蕲春艾产
品家喻户晓了,南阳被蕲春甩了几条
街。”

霍建胜呼吁，中原艾草产业创新技

术战略联盟成立在河南省科技厅挂了

牌,要借这次会议的东风,以南阳为中原
艾联盟的引子,在南阳点燃艾火,奋力打
造宛艾品牌,树立地标形象,争得应有的
市场地位和份额。

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星星点点的艾

草之火，正期待着有心之人、有力之手

点燃开来，呈燎原之势。有关部门、有

识之士满怀信心，正在一起奋力举起

火把。

宛城区区长樊牛告诉记者，宛城区

正在高标准打造培育一批艾草种植示

范基地、艾草产品加工现代化龙头企

业，突出健康养生主题，以艾草深加工

为重点，主攻“五大板块”（艾草种植、艾

草产业研发、艾草产品加工和销售、艾

草机械智能制造、艾草产品养生体验），

制定产品标准、加快艾草规范化产品和

高端产品研发，并通过创建全国“艾草

小镇”、“国际艾草一条街”、“艾草交易

市场”，走专业“艾草产业联盟+公司+基
地”之路和互联网电商销售产品，同时

放宽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为产业

发展提供保障。

好的产业离不开好的平台和机遇，

健康产业及电商产业的迅猛发展，为艾

草产业带来新的机遇。采访中记者了

解到，作为我市人才培育、企业孵化的

崭新平台——溧河物流园电商创业大

厦，也是艾草业的发展平台，更是艾草

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大舞台。

一路有艾，一路同行，南阳艾草迎

来新时代！累累累3

南阳艾草迎来新时代

“老郭说农事”之四十一

共同富裕离不开农民富裕
□郭天强

共同富裕就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

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是消除两极分化、摆脱

贫困后的普遍富裕。农业强则中国强，农民富则中国

富。农民是我国人口中的重要群体，走共同富裕之路，

离不开农民的富裕。

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坚持和完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征地制度”、“加快完善城乡发

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这些重要举措都是为了发展

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这些举措的实

行有利于促进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有利

于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需要补短板。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基

础条件较差，贫困人口基数大，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短

板。精准扶贫旨在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开发经济、

发展生产、摆脱贫困；推进精准扶贫，加大帮扶力度，是

缓解贫困、补齐短板、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共同富裕需要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

合作社既支持能人创业致富，又保障弱势群体能获得

较稳定的好收入，使原本种不好田的农民能生产出符

合市场需求的好产品，使原本不会做生意的农民能通

过合作社的帮助赚到钱。

共同富裕需要发展产业。缩小贫富差距关键在于

发展生产，使社会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贫困人口获得更

多的收入。贫困人口的致富的手段依靠的是社会财富

的增加，而不是财富的转移。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实体成为现代农

业建设的生力军，也是吸收农村劳动力、带领贫困人口

走向共同富裕的主力军。累累累3

博望镇果农冬闲变冬忙

产业园里忙修剪
通讯员 李善喜

正值数九隆冬，却挡不着农民辛勤劳作的脚步。

在方城县博望镇积雪未化的万亩梨园里，处处人头攒

动，刚刚被增选为省人大代表的郑海鸥带着十多名技

术人员干得正欢。“梨树修剪贵在一个早字，早点把旺

长的枝条剪掉，能减少养分流失，确保来年丰收

啊……”手拿专用剪刀的郑海鸥满怀信心地说：“俺要

赶在立春之前把500亩梨园全部修剪一遍。”
为铺来年致富路，数九寒冬不畏寒。在博望镇，

像郑海鸥一样进行冬管的新型职业农民不在少数。

该镇是全市特色产业示范镇。经过几年来的多方

培植，已发展黄金梨1.2万亩，良种葡萄4000多亩，
花卉苗木6000多亩。为了进一步加快产业发展，也为
产业上档升级提供人才、技术保障，该镇制订了一整

套引凤还巢的优惠政策，吸引300多名在外创业的成
功人士或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返乡创业。这些有经济实

力、有眼光、有技术专长的人士加入特色产业大军之

后，更注重新产品、新技术的注入，不但加速了产业

规模膨胀，而且产品的质量、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以郑海鸥种植的500亩黄金梨为例，她先是在多
方钻研的基础上，自行创办了专用复合肥厂，按照有

机黄金梨对各种营养元素的需求，专方专料，专业化

生产，用了专用有机肥后，梨的各种养分含量均超过

有机果品的国际标准。其中，糖的含量比国际标准高

出3累5个百分点。高质量的梨带来了高效益，她家的
500亩黄金梨70%实现订单销售，亩均效益较过去提
高15%左右。

该镇农民张金帅、苏金鹏都是在外创业的成功人

士，他们二人回乡后，创办的月季园面积都在800亩
以上。入冬以来，每天都雇用二三百人前去剪插、嫁

接月季。即使在大雪纷飞的天气里，园区内还搭建双

重塑料拱棚，棚内放置暖气，让工人们加班加点

干活。

在秦王庙村的绿藤葡萄庄园里，正带着人大代表

和专业技术人员来此视察特色产业、为梨农提供技术

指导的该镇人大主席团主席张学豪说：“这几年，博望

镇的返乡创业人员多，既为产业发展增添了活力，又带

富了一方百姓，出现了一年四季有活干、男女劳力都挣

钱的新气象。”累累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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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县玉都街道引进油用牡丹项目

牡丹生态园带动120户脱贫
本报讯（特约记者胡少佳）室外依然冰雪覆盖，寒

冷刺骨，镇平县玉都牡丹生态园的温室大棚里却温暖

如春，一株株自育观赏牡丹正在茁壮成长，含苞待放的

花骨朵惹人怜爱。

正在大棚里给牡丹涂抹生长液的贫困户李清兰

说：“由于牡丹收获周期较长，工序繁多，一年到头都有

事情做，基地一天给我开 60元工资，一个月有将近
2000元的收入，在家门口就能务工，真是太好了。”

镇平玉都牡丹生态园位于玉都街道办事处肖营村

东岗，由河南农大规划设计院规划设计，镇平联郡生态

农综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兴建。

目前已投资1500余万元，流转土地2000余亩，栽
种油用牡丹1500余亩、观赏牡丹100余亩、软籽石榴
200余亩，以及玉兰、紫薇、月季、樱花、红叶石楠等景观
树木1万多棵，初步形成了集观赏、采摘为一体的乡村
生态园。

该公司采取“公司+农户+基地+就业”的方式，已带
动玉都街道办事处肖营、四里庄两个村120户贫困户掌
握优质油用牡丹新品种的各项种植、培育技术；可扶持

贫困户95余户，发展优质油用牡丹种植。
油用牡丹的种植是朝阳产业，具备突出的“三高一

低”的特点：高产出，亩产可达300公斤，亩综合效益可
达万元；高含油率，籽含油率22%；高品质，不饱和脂肪
酸含量92%；低成本，油用牡丹耐旱耐贫瘠，适合荒山
绿化造林，林下种植，寿命长。

“现在油用牡丹已收获，生态园专门培育3500株观
赏牡丹，每天涂抹生产液控制长势，在春节来临之际，

这些出自咱南阳自育的牡丹花也必能花开动全城，卖

上一个好价钱，给咱贫困群众过年再多发些福利”。来

自洛阳的培育师李粉线说。累累累3

本报讯 （通讯员赵兰奇 郭清武）

社旗县苗店镇在脱贫攻坚战中，找准企

业发展与贫困村摘帽结合点，大力发展

蔬菜产业，实现了企业快速发展和贫困

户精准脱贫的“互惠双赢”目标。

该镇借着“千企帮千村”东风，与社

旗鑫农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协

议，在司庄村流转土地1200亩，以烟
叶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深加工及销

售为主营业务，并建立农业生产基地

和扶贫车间。在具体扶贫上，该公司

根据贫困人群的具体情况，采用承租

贫困户土地，以入股分红和吸收贫困

人员入厂务工等方式进行帮扶。目

前，已辐射带动周边夏庄、老沟刘、

老贺庄、赵岗等行政村的23户贫困家
庭31名贫困人员实现家门口就业，人
均月收入在2800元左右。
“像俺这个年龄，出去也找不到工

作，所以在这摘摘菜、盖盖塑料膜，

也累不着，下班了又能看管孩子，一

个月还能挣两三千块钱。”58岁的贫困

妇女霍金凤谈吐中流露出喜悦。

“在扶贫上，我们不仅在流转贫困

户土地时每亩高出非贫困户50元，而
且在贫困户没有就业能力的情况下给

予爱心捐助，目前已为老沟刘村捐助

了3万元。下一步，我们准备再流转土
地1000亩，扩大经营规模，带动更多
贫困人口家门口就业，为苗店镇的精

准扶贫事业做出企业最大的贡献。”鑫

农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姜永辉

说。累累累3

苗店镇“脱贫菜”助贫困户增收

刘营村双孢菇种植带动乡亲就业增收 本报记者 张飞 张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