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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人居环境乡村行

特约记者 胡少佳

清晨，镇平县杨营镇程庙村村

道旁，随风飘来了阵阵花香。随香

寻去，原来该村的光伏基地里种满

了玫瑰，花团锦簇，香气袭人，村民

们正在忙碌着采摘玫瑰。

走进玫瑰园，在绿叶映衬下，

一簇簇玫红色、淡粉色玫瑰惹人喜

爱，不时有蜜蜂在花丛中飞舞，徜

徉花海，令人如痴如醉。

正在采摘玫瑰的村民程鹏云

说：“早上四五点开始采摘，7 点左

右收工回家，不耽误事，等于多挣

了一份收入。”

光伏基地的土地一直闲置，荒

草丛生，秋冬季节干草很容易造成

火灾。2018年春，基地负责人张鋆

开始发展玫瑰种植产业，既利用闲

置土地产生效益，还能代为打理光

伏基地，两全其美。

张鋆说，他之前在新疆种植玫

瑰，镇里动员他回到家乡发展产

业。2018年 3月份刚开始种植玫瑰

时，从新疆运回来 5万株，栽种后成

活率只有 5%。请专家诊断后，因为

路途遥远，玫瑰苗根部受损，故成

活率低。张鋆比较看重新疆的药

用玫瑰品种，2018年 4月份，张鋆改

变运输方式，又从新疆空运 7万株

玫瑰，这次的成活率达到了 99%。

四五月份是玫瑰的盛产期，每

亩玫瑰地需要用工 2~3人，农民在

基地采摘玫瑰每月可收入 2000元。

“我手里拿的这种是玫瑰花冠，

半开不露花心，香气浓郁，营养价值

高，卖相好，最受市场欢迎，南方商

超里一两就能卖到 128 元。”张鋆

介绍。

目前，张鋆在镇平县种植玫瑰

300 余亩，其中有一半都是占用的

光伏基地闲置土地，亩均玫瑰产量

达 1600斤。

“如果单纯种植玫瑰，通过采

摘卖花每年一亩地收入也就 3000
元，如果进行深加工，提炼玫瑰纯

露，开发玫瑰加工品，每亩地年收

入可达 6万元。”对于农业产业化的

发展思路，张鋆信念非常坚定。

杨营镇玫瑰生产车间里，有大

型烘干机、原液提取设备，一朵朵

玫瑰花整齐摆放在筛网上。整朵

花可以做玫瑰花茶，整个花瓣可以

做玫瑰花酒和玫瑰花膏，碎花瓣可

以做玫瑰酱，玫瑰花经过蒸馏、冷

凝等程序，还可以制成玫瑰纯露。

目前，基地已研发的产品有玫

瑰花冠王、玫瑰花瓣、玫瑰酱、玫瑰

醋、玫瑰纯露提取液等数十种产

品，已初步形成种植、分拣、加工、

销售一条龙的产业格局。

“目前，基地的产品已经注册

品牌，办理了玫瑰花产品生产许可

证，下一步我准备构建玫瑰制品的

产品追溯系统，让消费者可以追溯

每一罐玫瑰的种植场景、分拣场

景。”张鋆说。

杨营镇区位优势明显，距离沪

陕高速 1公里，距县城 4公里，全镇

共精心打造乡村振兴精品生态廊

道两条。

在杨营镇程庙村，通过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花草树木繁茂葱绿，

民居白墙灰瓦，群众文化广场崭

新，太阳能路灯、垃圾箱有序设置。

驻程庙村第一书记李鹏说：

“通过这些年脱贫攻坚工作的开

展，村里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

户户通水通路通气通网，一点不比

城里差，我们欢迎有志之士来村里

发展旅游业”。

张鋆正在建设民宿，发展生态

旅游，打造以玫瑰种植、玫瑰产品

深加工、玫瑰观赏采摘、娱乐休闲

为一体的玫瑰小镇。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通过利

用闲置土地、土地流转、村民土地

入股分红、安排贫困劳动力就业、

带动群众发展农家乐等多种方式，

光伏板下的玫瑰产业逐渐走出一

条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实现乡

村振兴的生态发展之路。⑭4

本报记者 冉园园 通讯员 张红杰

立秋后酷热多雨，8月 11日天

气阴沉，内乡县板场乡青竹村的果

园里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

内乡联通公司经理黄艳春带

领帮扶队员手提胶桶、箩筐等工

具，逐树逐枝采摘熟透的李子，虽

然汗水早已湿透衣背，可没有一人

叫苦叫停。驻村工作队员万一忙

着把盛满李子的胶桶提到地头儿，

黄艳春肩挑两箩筐李子步履急促，

身后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果

农恒相臣的老伴儿将一碗碗水递

给他们，不时用手擦拭眼角的泪

水，是感激，更是感动。

采摘李子，包装封箱，装车销

售……看着自家果园内成熟的李

子在黄艳春等 9名帮扶队员的帮助

下，装车销往千家万户，恒相臣抹

了把脸上的汗，露出会心的笑容。

恒相臣是内乡县板场乡青竹

村人，几年前被确立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在内乡联通公司的帮扶下，

他家已实现脱贫且收入稳定。

像恒相臣这样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仅青竹村就有 15户。如今搞

起果园种植和销售的有 11家，都已

在内乡联通公司的帮扶下实现脱

贫且稳定增收。

“党的扶贫政策好啊，也谢谢

内乡联通的帮扶队员。从种、产、

销，他们都替我们操着心，近两年

还组织人员帮我们摘李子，光采摘

工费我就省了几千块，黄经理还帮

我联系销售，村里我们几户种果子

的不仅脱贫了，而且收入都不错，

这些干部都是实心实意帮助我们

的好人呢！”恒相臣边说边竖起了

大拇指。

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忙碌，恒相

臣家的李子被采摘完。稍作休息

后，一部分帮扶队员帮助恒相臣分

拣装箱，其他人又到帮扶户汪喜来

的梨园里帮助采摘。站在记者旁

边的果农汪喜来满脸笑意，他说这

已是黄艳春今年第 4次带人来帮助

农户采摘鲜果了。

内乡联通对青竹村实施产业

帮扶，他们所帮扶的 15户家家有产

业，户户都脱贫，年年增收入。自

2016年至今，内乡联通先后筹资近

20万元帮助贫困户种植香菇、黑布

李子、晚秋黄梨等，多次聘请专家

到田间地头传授病虫害防治及良

种高产技能，收获季节组织人员帮

助采摘包装销售。同时，黄艳春还

在网上发布果品销售信息，使农产

品能卖个较高价格。⑭4

淅 川 县 上 集 镇

关帝村大力发展特色

种植产业，通过产业

扶贫“拔穷根”，使 17
家贫困户变身种植产

业大户，全体贫困户

有了就业岗位和增收

脱贫渠道，造血式扶

贫见成效 ⑭4
通讯员 赵广奇 摄

通讯员 蔡 红

一条水泥小路直通院里，墙外

空地上豆角、辣椒正长得欢实，三两

个凳子随意摆放在屋檐下，白色的

墙上挂着《精准扶贫明白卡》……

炎炎夏日，走进贫困户张建敏的农

家小院，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整

洁、朴素、温馨、勤劳的田园景象。

新野县五星镇以户容户貌整

治为切入点，针对贫困户房屋和

院落状况，瞄准每一户庭院短板，

实施改院、改水、改厨、改厕、改

电、改地坪、改门窗和增加必要的

生活用品等为主的“七改一增”工

程，既打造了生态宜居的农家小

院，又带动了乡风文明大改观。

“一开始有些户不理解，一辈子

都这样生活习惯了，你要给他改成

水冲式厕所，很多人都担心适应不

了！”五星镇扶贫办主任张继良说。

通过镇、村干部的入户动员和典型

户的示范带动，贫困户看到了“七改

一增”带来的美丽变化，越来越多的

贫困户找到村脱贫攻坚责任组，主

动加入到“七改一增”中来。

五星镇因势利导，以打造最

美农家小院为抓手，坚持因村制

宜，因户施策，充分利用户均 3000
元的补贴资金，就地取材，就近用

工，最大限度地节约开支，让贫困

户获取最大收益。大李营村贫困

户苛增良，利用原有砖头对倾斜

的院墙和破旧的厨房进行改造，

施工队仅投入水泥、沙子等物料，

极大地降低了建设成本。

“在施工中，我们与贫困户充

分协商，最大可能满足贫困户的

愿望，不少贫困户看到施工后的

效果，主动购置瓷砖、LED灯、淋浴

用具等提升生活品质的用品，要

我们一并帮助安装，可以说有效

激发了贫困户的参与热情！”身兼

五龙庙村委会副主任和施工队长

的杜红瑞说。前孙楼村贫困户姚

红熬原来干过乡村泥瓦匠，在“七

改一增”中主动帮助专业队施工

作业，不仅翻建了楼门和厕所，还

新建了厨房和卫浴，实现了庭院

外观美观大方，院内卫生干净整

洁，室内物品摆放整齐。

五星镇干部李晓介绍：“农家小

院的特点就是田园宜居，通过‘七改

一增’改变了群众的生活习惯，营造

了乡风文明、生态环保的理念，最美

农家小院渐入画境。”⑭4

通讯员 谭 天

果皮剩菜还能做酵素，厨余

垃圾还能循环利用，真是太神奇

了!过去厨余垃圾是被丢弃的废

物，如今却成了方城县清河镇草

场坡村村民的“稀罕物”。

“水果皮、菜叶、菜梗……把这

些不沾油的厨余垃圾倒入大塑料

桶内，按照 1 斤黑糖、3 斤厨余垃

圾、10 斤水和酵素种子的比例密

封，每天搅拌一次，经过 3个月发

酵，产生的棕色液体就成了环保酵

素，不仅去污力强，还是天然无污

染的有机肥料。”每晚，在该村广场

上，姜茂军等村里巾帼志愿者主动

当起环保酵素的宣传员，让更多的

群众了解、参与其中。

两个月前，在一次清河镇举

办的德孝文化讲堂上，国学讲师

提到“环保酵素将垃圾变成宝”的

信息引起了草场坡村“两委”的重

视。在镇政府的支持下，邀请专

业环保酵素讲师到村里培训，再

由村干部入户宣传垃圾分类，向

村民发放《环保酵素使用宝典》等

知识小册子；利用村里播放电影

的间隙，向村民讲解相关知识。

两个月后，镇政府投放的垃圾分

类桶摆放在了每家每户的门前。

经过不间断宣传，垃圾分类

得到群众认可。“现在我知道，水

果、蔬菜、树叶这类东西放到可回

收垃圾桶里，牛奶盒、塑料袋、饮

料瓶这些放到其他垃圾桶里。”村

民王金江说。

该村保洁员在分类收集各户

垃圾的基础上，再进行二次分类，

分出“能用”和“不能用”的垃圾，

能用的经过分类处理后，百分之

六七十的垃圾可以转化为有机

质，或由可再生资源公司回收；不

能用的经乡镇转运后统一处理，

从源头上减少垃圾总量。

垃圾变废为宝，是该村垃圾分

类的有益尝试。目前，该村制作酵

素已两个月，将环保酵素推广后，

村民在乐享酵素带来的生产生活

便利的同时，带动村民养成垃圾分

类的日常习惯和自觉行为。

“利用厨余垃圾制作酵素，目

的是将厨余垃圾变废为宝，有效

减少垃圾产量，解决垃圾哪里去

的问题，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

该镇党委书记郭毅说。

多年来，农村生活垃圾日积

月累，一度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

梗阻；而如今，干净整洁的村容村

貌，让人赏心悦目。这也是垃圾

分类带来的农村新变化。⑭4

通讯员 章东丽

在西峡县桑坪镇北湾村，人们

一提起贫困户张正林，都赞不绝口：

“家庭担子重，一家 6 口人就他一个

人干活，不等不靠，用自己的双手脱

贫致富，真是个好样的！”

立 秋 刚 过 ，“ 秋 老 虎 ”还 在 肆

虐。笔者来到张正林家，他刚给别

人盖房回来，正汗流浃背地打扫院

子里的卫生。

今年 42 岁的张正林个头不高，

身材较为敦实，浑身上下似有使不完

的劲儿。他放下手中的活，招呼笔者

坐下。“今年种了 1万袋香菇，长势不

错，年底收入三四万元没问题！”一见

面，张正林就兴致勃勃地向笔者介绍

起他的致富“宝贝疙瘩”——香菇。

张正林全家 6 口人，两个孩子

上初中和小学，妻子智障，80岁的父

亲患肺心病，母亲双目失明多年。

这个家也真够难的。张正林平时照

顾父母、妻子和孩子，还得干家务活

和地里活，一年到头没闲着，但是由

于家庭负担太重，他不论怎么干，贫

穷像影子一样跟着他，再使劲也甩

不掉。孩子上学要钱，父母看病要

钱……张正林整日苦着脸，人们从

未发现他脸上有过笑。

“那时节的日子真没法过，想发

展 产 业 ，没 路 子 ，没 本 钱 ，只 有 干

挺！”说起过去的日子，张正林心里

酸酸的。

2016 年，他被评为贫困户。孩

子上学有保障了，一家人的医疗有保

障了，当年在政府的帮扶下，利用到

户增收项目款发展了 4000 袋香菇。

有了国家的帮扶，张正林看到了希

望，脸上出现了笑容，干起活来也格

外有劲了。没技术，他虚心向别人

学；没棚子，他抽空建。种植香菇，装

袋、灭菌、接种不是一个人的活，他白

天去和人换工，夜晚建棚子、干家务

活。他起早贪黑，马不停蹄，人虽然

瘦了，但是却有了精神。当年 4000
袋香菇使他净赚 1万多元。

“他勤快，能干，靠自己的双手

致富，不是啥事都向政府伸手要的

人。”该村党支部书记余世星介绍说。

尝 到 甜 头 的 张 正 林 2017 年 发

展 了 6000 袋 香 菇 ，随 着 技 术 的 成

熟，每年以 2000 袋的速度递增，今

年发展到 1 万袋。他还是个闲不着

的人，香菇活忙完后，四处打工挣

钱。村里有个建房工程队，修建楼

顶需要小工，半天 70 元，好些人嫌

活脏、活累不愿干，张正林却不嫌

弃。他干活踏实，肯下力气，不讲条

件，很受人们欢迎。本村建房工程

队找他，外村的工程队也找他，一年

下来，仅此一项就收入七八千元。

“人长两只手就是干活。这么

好的政策，再不干活，太对不起国家

了！”张正林说。⑭4

通讯员 常杰敏

8月 9日，在社旗县李店镇小高

庙村南边一块叫“长畛地”的花生田

里，村民刘广林正在往花生地里撒

施羊粪，花生生机盎然，丰收在望。

刘广林今年 70 多岁，满头大汗的他

放下劳动工具告诉笔者，他家 6 口

人，曾是村里有名的因病致贫贫困

户。2017年，他在党的扶贫政策下，

靠饲养山羊、种植花生以及转移就

业，顺利脱贫。

刘广林说，2017年脱贫后，他在

帮扶人员和靠养羊致富的人大代表

王文献的鼓励下，投资近 1万元买来

了 20余只山羊，精心喂养。目前，山

羊膘肥体壮，已有几只怀崽将产。

在接受采访时，刘广林满脸笑

容，信心十足：“2016年以来，镇政府

一直在各方面帮助我，医疗、社保、

教育都有保障，还帮助盖起了‘扶贫

房’，自己对脱贫致富也更有信心。

从此我下定决心，不等不靠，不但脱

贫，还要致富。现在，我种植的 10
多亩花生长势喜人，20 多只山羊生

长、繁殖得很快。在政府组织的实

用技术培训中，我多学、多记，掌握

了很多农作物种植技术和畜禽养殖

技术。我相信，今年的收入一定很

可观，致富有望。”

李店镇党委、镇政府召开联席

会，采纳人大代表的建议，根据各村

的实际情况，因势利导，进行土地流

转，鼓励群众发展蔬菜、林果、中药

材等特色产业，并提供产前、产中、

产后服务，力促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其中，在高效益的花生种植方

面，免费为贫困户发放花生种子、化

肥和农药，每亩为贫困户节约成本

400余元。在此利好政策下，刘广林

又租了 5 亩地种上了花生，稳定增

收致富，他信心满满。⑭4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理政 通
讯员陈林雁 曹亦兵）掰烟叶、扎捆

烤烟、烟叶等级分类……镇平县马

庄乡烟叶生产基地一派忙碌的景

象。据了解，在烟叶喜获丰收之际，

面对用工难的情况，该乡乡长侯洲

洋亲自组织各村党支部书记，带动

各村公益岗位人员，全力配合烟叶

生产，打好烟叶丰收仗，实现烟农与

贫困群众双丰收。

马庄乡坚持把烟叶生产作为一

项强乡富民产业，精心培育，倾力打

造。按照“1+1+1+N”产业布局，采

取“合作社+产业基地+贫困户”的发

展模式，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扶贫带贫作用，实现了财政增强，群

众增收的双赢局面。目前，该乡发

展烟叶种植 600 多亩，储备流转土

地 600 亩，2020 年烟叶种植实际面

积将突破 1000亩。

在烟叶产业培育发展方面，马

庄乡通过算“经济账”来鼓励农户参

与。种植一亩烟，总收益 3000 元，

扣除土地成本、人工、机械等各项费

用，净利润 1600元，是传统小麦、玉

米种植收入的 3 倍。政府牵头，村

“两委”配合，合作社参与，按照每亩

600元的标准，集中流转土地，然后

交给承包户种植，有效解决了土地

难集中的问题。基础设施配套到

位。政府投资沟、路、渠、水建设，投

资建设育苗烘烤中心，建成热泵电

房 10座，流水线烘烤大炕 1座，青烟

叶及干烟叶分拣仓库 2座。为农户

提供产业化发展一条龙服务，聘请

烟叶种植管理专业技术人员 3 名，

为烟农提供种植和烘烤技术培训，

并帮助解决烟叶种植前、中、后期遇

到的各项困难和问题。

同时，烟叶产业带贫得到了

明显加强，拓宽了增收渠道。组

织引导合作社与贫困户实现无缝

对接，实施产业脱贫。当地贫困

户可到合作社常年务工，工资标

准不低于每天 40 元。也可入股分

红，贫困户以到户增收 5000 元入

股，合作社以每年不低于本金的

10%分红；贫困户以小额贷款 5万
元入股，合作社以每年 3000 元分

红。已与 49 户贫困户签订入股合

同，累计带贫 91户 360人。贫困户

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劳务收入

获得薪金，入股分红获得酬金，多渠

道增加收入。⑭4

本报讯 （通讯员王海龙）盛夏

时节，骄阳似火，大地蒸腾，在唐河

县少拜寺镇新引进的河南森雷实验

科技有限公司的施工工地上，一座

座高端生产厂房拔地而起，一条条

标准水泥路面逐渐贯通，一簇簇嫩

绿景观花卉婀娜多姿，工人们加班

加点，挥臂大干。这仅是该镇招商

引资工作的一个缩影。

该镇党委、镇政府立足镇域实

际，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大招

商、招大商”为主线，科学规划，精准

施策，快速推进，所引进的企业呈现

出“标准高、速度快、效益好、后劲

足”的发展趋势，有力推动了全镇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步伐。

所引进的诺信腾达、森雷博瑞

两家企业均科技含量高、设备设施

全，拥有先进的 CNC加工中心、激光

切割设备、机器人电子焊接设备等，

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池箱、实验

室设备、通信、金融、安检、广播电视

六大板块。所有产品可以量身定

做、整体定制，满足不同客户的需

求。特别是森雷实验室设备与美国

福罗赛斯和法国易拉博公司合作紧

密，产品供应国内外众多科研机构

和重点院校。

据了解，这两家企业于去年 8
月建成投产后，当年实现产值 1.5亿
元，实现税利 1800 万元，安置附近

村民、贫困户就业 500 余人。随着

设备的不断增加，企业的产能、产

值、效益得以进一步提升。少拜寺

镇灵活运用招商引资各项优惠政

策，兑现税收奖励，并通过以商招商

的方式，新招引苏州祥鑫模具五金

加工项目，预计今年即可建成投

产。⑭4

草场坡村村民自制酵素助力垃圾分类——

环保酵素好 垃圾可变宝

五星镇 户容户貌美 农家小院靓

李子俏 果农笑

光伏板下的玫瑰产业园

乡村采风

“俺要甩掉贫穷的影子”

脱贫故事

“俺不仅脱贫，还要致富”

马庄乡

“黄金叶”助农增收

少拜寺镇

企业进驻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