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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曹相飞通讯员孙东亚文/图

初夏时节，野花盛开。5月13日，记

者来到邓州市汲滩镇梁寨村——河南谱

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甜叶菊育种基地。

映入眼帘的是村民们弯腰躬背或蹲或

站，忙碌着扦插母苗、铺塑料薄膜。公司

董事长邹明范在卡车旁麻利地给一溜姓

村民分发着甜叶菊苗盘，作着简短的技

术交流。

在育苗大棚铺撒细沙的一黄姓村民

告诉记者：“这些年，俺每天来甜叶菊基

地打工，既能照顾家里，还能每天拿工资

100元，一年下来收入3万多元。”黄姓

村民抬手指了指，“你看，在这儿常年打

工的有30多人，如今过上这甜日子，俺

们打心底里感激人家明范。”

邹明范今年56岁，是邓州市汲滩镇

梁寨村村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到广

州打工，靠回收废品起家，由小做大滚动

发展，很快在广州站稳脚跟，办起了拥有

30多辆大货车的运输队，继而在江西建

起了大型养殖场和鞋材加工厂。2007

年，他到马来西亚考察时接触到甜叶菊

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又与江西赣州的分

公司联系，多年实地考察发现：甜叶菊原

是南美洲巴西原始森林的一种稀有野生

药材，加工后，零热量、高甜度。生产周

期仅三个半月，成本低，收益高，市场前

景广阔。

2013年邹明范回乡试种一亩，效益

4200元。接下来连续试种四年，亩效益

达6000~7000元。尝到甜头后，邹明范

看到家乡传统种植投入高效益低，决定

把甜叶菊推广种植，当作对家乡父老乡

亲的一个回报。他与国外宜瑞安国际公

司签订了加盟合同，在汲滩镇梁寨村建

立 60 亩甜叶菊育苗基地，注册资本

1000万元，成立了河南谱惠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加基地、基地带农

户、农户兴产业”的订单生产经营模式，

即以汲滩镇梁寨村甜叶菊育苗基地为

核心，辐射带动邓州市25个乡镇和周

口、开封、南阳、许昌4市12个县的规

模种植，初步形成了育苗、供苗、种植、

施肥、地膜覆盖、防病治虫、收购“七统

一”产业链。

每年4月和8月是他最忙的时刻，

除经常与种植户面对面交流外，手机也

成为他与农户交流的桥梁，这时期平均

每天接打电话在200个左右。前期要

为种植户进行技术培训，供应种苗、地

膜、化肥等事项，后期收获后要为种植

户付还款项。

腰店镇赵建空起初致富无门路，

2016年试种六七亩甜叶菊，当年亩收益

4000多元，之后连年扩大规模，收益逐

年提升，不仅盖起了楼房，买了小车，还

娶了儿媳，过上了城里人生活。今年种

植60多亩，按每斤8.7元计算，每亩700

斤，亩效益5700元，他高兴地逢人便说：

“俺今后的好日子就像那树叶一样稠。”

在王寨村东大沟旁，满头热汗的中年汉

子樊新池，正忙碌着移栽甜叶菊，黑红色

脸膛上洋溢着遮不住的笑意，他乐呵呵

地说：“2018年，俺种了7亩甜叶菊，收

获后又种了一季菜，当年收入四五万

元。之后，俺每年种20多亩，年收入十

四五万元，过上了小康生活。”采访中，类

似樊新池这样的种植户不胜枚举。

采访结束时，邹明范动情地说：“俺

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能走到今天，靠的

是党的富民好政策，更是家乡父老乡亲

成就了俺今天，俺要把甜叶菊推广种植

在乡村振兴的路上。眼下公司旗下甜

叶菊种植面积1.5万亩，分公司15个，

又与世界500强企业签订了长期供货

合同，这种稳赚不赔的订单产业前景看

好，明年计划发展2.5万亩，后年发展4

万亩……”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李耀稳

近日，走进上蔡县小岳寺乡郭七村

鸵鸟大观园养殖基地，围栏里百十只“大

长腿、大眼睛”的鸵鸟在暖阳下悠闲地踱

步、觅食、嬉戏，伸着长长的脖子东张西

望，每次看到主人郭建光，这些“大家伙”

们就格外兴奋。

饲养鸵鸟比较简单，蔬菜、野草或粉

碎后的秸秆都可作为饲料，而这些饲料

在农村遍地都是。今年33岁的郭建光，

2019年通过电视了解到鸵鸟养殖信息

后，当年就购买了50只鸵鸟苗，开始了

养殖鸵鸟的创业之路。

据郭建光介绍，鸵鸟浑身都是宝，鸵

鸟蛋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就连鸵鸟的羽

毛都可以回收利用。

郭建光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也没有忘

记乡亲们，他建起了鸵鸟养殖合作社，依

托当地资源，采取“公司+合作社+养殖

户”的经营模式发展鸵鸟养殖，并且为新

加入养殖户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

还签订包销协议。

在西洪乡扁担王村王红军家，一家

人正忙着给鸵鸟喂食，他们拿着青菜或

饲料唤了一声，鸵鸟就条件反射地围了

过来，争相抢食。

王红军说，听说郭建光靠养鸵鸟致

富后，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从郭建光

的养殖基地引进几只试养，目前长势不

错，养殖基地也经常派技术人员来察看

鸵鸟长势，并指导他科学养殖，这让王红

军也有了扩大规模的“野心”。

目前，郭建光占地10余亩的鸵鸟

大观园养殖基地鸵鸟存栏量已达100

只。近期，他还投资购买了新的孵化

设备，将鸵鸟蛋孵化出更多的幼鸟，让

更多有养殖致富意愿的农民也能饲养

鸵鸟。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武月王雁

5月13日，走进柘城县申桥乡孙庙

村朱仿春的大樱桃种植园，成片的樱桃

树上挂满了一串串诱人的红果子，一颗

颗樱桃晶莹剔透泛着红润，在绿叶掩映

下，犹如一颗颗红宝石。慕名而来的人

们提着采摘篮穿梭在树下，采摘着最新

鲜的樱桃，一派热闹的景象。

今年50多岁的朱仿春流转了80余

亩土地种植樱桃树，目前，种植的品种有

红灯、布鲁克斯、红蜜和先锋。说到树苗

引进和日常管理，他打开了话匣子，“人

家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种植过程中我

也费了很大心思。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樱

桃要选对品种，还得加强学习大樱桃管

理的技术，科学管理，保持土壤的湿润，

大樱桃才能长得好。”

看着火热的采摘场景，朱仿春脸上

露出了丰收的喜悦，而火热的场景背后，

却是朱仿春种植樱桃走过的艰辛之路。

为了找到适宜在中原地区栽种的樱桃

苗，朱仿春可下了不少功夫。经过多方

考察，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树苗，在朱仿春

的不懈努力下，通过科学有效管理，樱桃

树长势越来越好。

朱仿春说：“一般情况下，樱桃树栽

种三年以后就可以挂果了，今年是我种

植的第八个年头了。只要好好管理，每

亩樱桃可收入万把块钱，效益很好。”

“俺这个樱桃是无公害食品，酸甜

可口，很受采摘游客的喜爱。”今年很

多客商通过互联网跟朱仿春订货，他

详细地给客户们介绍每颗樱桃的品种

及口感。

朱仿春是孙庙村第一批种植樱桃的

人。如今，在他的带动下，该村已有10

余户农户种植樱桃，在种植户致富的同

时，还解决了附近一部分留守村民的就

业问题，让他们一年四季都有活儿干。

“在樱桃园里帮着剪剪枝、施施肥，

离家近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一天挣个

五六十块钱，活儿也累不着，挺好的。”申

桥乡韩庄村村民张小免说。

借助乡村振兴的好政策，朱仿春准

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引进新的樱桃树品

种，多跟农业专家学习种植、修剪以及绿

色防控等技术，提升樱桃品质，并通过电

视直播带货扩宽销路。结合乡村旅游产

业链条，把果园建设成为大家闲暇时候

休闲娱乐的好场所，带动富民增收，实现

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朱仿春对未来

的发展信心满满。

谷穗是个河北姑娘，老家在河北白洋淀北

岸的端村镇，从曾祖父开始就靠芦苇画过活，

她的爷爷、叔伯和堂哥们也都是靠着这门手艺

营生的。小时候，整个村子都在从事芦苇画制

作，来自日本的客商常年住在村子里。

“门里出身、自会三分”。谷穗从小很有芦

苇画天分，她改进的烙铁，解决了作画过程中

面部表情、衣饰纹理的烙烫难题。

2004年，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从事外

贸通关工作的谷穗，与兵哥哥葛磊相识。巧的

是，葛磊来自距离白洋淀700多公里的淮阳龙湖

边，出身麦秸画世家。一个是麦秸秆画，一个是

芦苇画，志趣相投的两个人慢慢走到了一起。

2008年，从四川抗震救灾回来后，葛磊和

谷穗联合创作了一幅芦苇画《亲情》，被葛磊所

在的部队授予“最佳教育奖”。

新婚燕尔，沉醉在爱情甜蜜中的两人，没

有料到生活的考验却接踵而至。

因葛磊的弟弟患急性脑梗致残，谷穗和丈

夫返回家乡淮阳，承担起家庭重担。“2011年

10月葛磊退伍回家，当时只有10万元的退伍

补贴，为给弟弟治病，四处借钱，欠下了六七十

万元的债。”谷穗回忆说。

经过反复思量，谷穗于2014年正式注册

“金穗子”芦苇画品牌，成立淮阳县金穗子芦苇

工艺有限公司，并出任总经理。这一年，谷穗

刚刚30岁。

“制作芦苇画的材料都是采用淮阳龙湖里

的芦苇进行加工，一根芦苇十几节至二十几

节，只裁取前五节、后八节等优良材质使用。”

谷穗说，淮阳芦苇画以芦苇的叶、秆、花穗为原

料，经过割、晒、晾、碾、贴精心制作而成。在创

作上，大胆吸收了国画、版画、剪纸、油画、烙画

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呈现出妙趣合一、恰到

好处的意境。

“2016年，我们公司接了第一单外贸订

单，淮阳芦苇画通过义乌商户销到东南亚，赚

了40万元。2016年、2017年、2018年每年有

500万元的销售额，《华锦鸣禽》这幅作品还亮

相上海佳士得拍卖会。”谷穗说，从推三轮摆摊

卖货到出口赚外汇，经历了创业的艰难，公司

逐渐步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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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只要有人想学芦苇画，谷

穗夫妇都广开大门免费教学，学员学成后

可留在公司工作，也可领料代加工，还推

荐入驻国内景区，帮助他们协调免房租、

水电费，并免费铺货。“目的是想让非遗文

化得到更好的传承，也让拥有这门手艺的

人能够更好地生活。”

多年来，通过口口相传，前来跟着谷

穗夫妇免费学艺的约9000人次，不光有

省内的，还有来自河北、山东、陕西、云南、

黑龙江等12个省市的贫困群众和残疾

人。谷穗夫妇先后帮助965个贫困残疾

人家庭实现就业增收，找回生活自信。

“鸭子妈妈”李培培，从一个连村子都

没出过的农村妇女，跟着谷穗学手艺、学

文化，不仅找到了新生活，更是通过国学

文化的熏陶，改善了家庭关系。来自陕西

的周利宾高位截瘫，通过谷穗的帮助，华

丽地完成了从“活死人”到“艺术家”的完

美蜕变。来自西安的自闭症患者赵丽霞，

已经完全康复并谈了恋爱。

芦苇画传习基地里有一个师傅叫潘

长江，一级肢残，从小在农村放羊。2011

年来当学徒，半年过去，愣是没有学会拿

剪刀。在葛磊的指导下，潘长江拼命练

习，拿剪刀的手磨了一层又一层水泡，一

年半后，他终于赚到第一笔工资1500元，

成了基地第一个办理“五险一金”的学员

负责人。从“放羊倌”变成艺术家，通过芦

苇画，潘长江不仅自己变得有模有样，还

把残缺的生命活成了引领他人的灯塔。

“今年制作芦苇画的原材料涨价幅度

很大，装裱用的俄罗斯白杨木木框条一包

100米，300米起订，10元一米。玻璃、布、卡

纸价格翻番，特别是玻璃，1.5×1.2大小的每

张价格由12元涨到30元。现在基地有工

人20多名，大家工资照发，只是我们的利

润没有了。人生不是非得挣多少钱才是有

价值的！”谷穗说，“我们新开设了泥泥狗、

剪纸、面塑、草编培训班和直播销售，残疾

人在这里能跟着我们不掉队。今年年底，

我们河北的工厂也要全部换成残疾工人。”

1990年夏天，一场意外导致谷穗左臂落

下残疾。康复期间，一位护士姐姐送给谷穗一

个笔记本，首页有这样一句鼓励的话：“只有发

光，才会闪亮。庸庸碌碌，终被遗忘。”这句话

犹如一道闪电，在谷穗脑海中烙下深刻记忆。

在陪小叔子康复治疗的过程中，谷穗结识

了很多残友。其间，她了解到残疾人从事芦苇

画制作，不仅可以胜任，甚至较健全人学得更

快、做活儿更细。况且，多数残疾人和残疾人

家庭几乎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生活难、恋爱

难、工作难。

一个想法渐渐在谷穗心中萌发：依托芦苇

画手工技艺，推行“非遗+残障”残疾人非遗就

业项目，带领残疾人以一种艺术家的姿态看待

生命，对待生活。

“芦苇画的制作工序相对复杂，整个过

程机械化流水线无法完成，全靠手工精心制

作，一幅画的成品需要32道工序。”帮助残

障人士就业，葛磊双手赞成，“残障人员行动

不便，但他们坐得住，心能安定下来，与非遗

结合恰到好处。其实我们不仅仅面向残障

人士，还向退役军人、军嫂、困难人群等免费

传授手艺。”

淮阳芦苇画的制作过程考验耐心、恒心，

这些学员几乎“零基础”，需要从握笔这个最简

单的工艺开始手把手教学。

残疾人多数没有进过校园，甚至不识字，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成长，谷穗每天早晨带领

大家读书半小时，从最初的《三字经》《弟子规》

到后来的《大学》《中庸》，直至今天的《阳明心

学》。每周的升旗仪式，谷穗都会领唱国歌，教

导大家忠诚奉献，给残友注入爱的力量。每

月的思想交流会上，谷穗请来心理健康师和

国学馆的老师做志愿者，残友以及残友的家

人都会参加，家庭问题、工作问题、交友、恋

爱、教子……关乎残疾人的每件事情，都能在

这里得到答案。每年农历二月，淮阳庙会期

间，谷穗会举办“半个月亮”相亲会，为残障和

贫困朋友牵线搭桥，促成美好姻缘。疫情期

间，谷穗夫妇俩带领残疾人团队创作抗疫作品

205幅，联合周口市残联开展第31届助残日活

动暨残疾人抗疫作品展活动，先后捐赠抗疫物

资、资金3万余元。

不啻微芒，造炬成阳。

多年来，谷穗每年固定投入收入的20%作

为培训经费，面向社会包吃、包住、免费授艺。

“非遗+残障”残疾人非遗就业项目，从最初的

三两个残友，到现在学员、工人遍布全国各大

景区和文化街区，从最初30平方米的工作室

到现在可容纳百人同时学习住宿的“国家级残

疾人非遗传习基地”“国家级残疾人文化创意

产业基地”和“河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在

金穗子芦苇工艺有限公司的展示厅里，颁发给

谷穗夫妇的“全国最美家庭”“河南省青年岗位

能手”“河南省巾帼建功标兵”“河南省乡村出

彩巧媳妇”等荣誉奖牌挂满一墙。

□

本
报
记
者
孙
雅
琳
巴
富
强
文/

图

在民间有句谚语：
“低头的是谷穗，昂头的
是谷秧。”

淮阳有一位省级芦
苇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名字恰巧就叫谷穗。

在刚刚过去的五四
青年节，谷穗被共青团河
南省委、河南省青年联合
会授予第26届“河南青
年五四奖章”。

谈及这份沉甸甸的
荣誉，谷穗摆着手谦虚地
说：“跟其他获奖者相比，
我做得还不够。”

皮肤白皙、长发披
肩、端庄秀丽的谷穗，一
如田间那沉实的谷穗，不
喧嚣、不张扬，默默耕耘，
兢兢业业，用热爱与执着
守护着从曾祖父那一辈
传下来的芦苇画手工技
艺，并依托这门技艺，推
行“非遗+残障”残疾人非
遗就业项目，帮助965个
贫困残疾人家庭实现就
业增收，找回生活自信。

甜叶菊甜了众乡邻邓州邹明范
建起甜叶菊产业链

大樱桃映红好日子柘城朱仿春
引种樱桃富村民

□本报记者黄红立许金安
通讯员郭建立陈晓鹏

“你尝尝，很爽口，后味苦，清热解

毒……”

5月14日，小雨中的青要山镇仓田

村更显古朴。探访连翘产业，从喝连翘

茶开始。刚刚落座，一壶沸水冲下满屋

清香，仓田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小卫谈起

连翘有声有色。

仓田村位于新安县青要山镇青女

峰脚下，浅山梯田，小河蜿蜒，古朴幽

静，风景秀丽，每年春季满山的连翘花

让这个小山村格外艳丽。过去，仓田村

土地瘠薄，居住分散，道路通行条件差，

发展相对滞后，村民守着好风景，过着

苦日子。

王小卫的回乡让这里有了起色。

2018年1月，常年在外经商的他被群众

“拉回”，推选为村党支部副书记，主持

村子全面工作。上任后，搞规划、修村

道、整治环境。投资110万元，连接三个

村民小组的2公里村道修通。

剑走偏锋，敢为人先。满山遍野的

连翘让王小卫眼前一亮，连翘茶是个新

生事物，没人敢冒险投资，他就“单干”，

春节过后，他动员群众流转1100多亩荒

山、荒坡种植连翘。

栽种连翘的同时，连翘茶厂也在紧锣

密鼓建设。一年多的努力，扶贫资金加之

王小卫投资，总计550余万元日产茶叶

60斤的全自动化生产线于2021年7月建

成，成为洛阳首家连翘茶加工厂。

生产车间，茶香四溢，工人师傅正在

密切关注生产线，一筐筐鲜嫩的连翘叶

经过清洗、晾干、“杀青”、揉捻、筛选等工

序，化身上好青茶。

“采收季茶厂需要10名技术工人，

间接带动数万人就业。每人每天能采

2~4公斤连翘青叶，收购价25元左右，

每月增收 2000元不成问题！”王小卫

说。春采鲜花，夏摘嫩叶，到立秋前连

翘能贡献半年“精华”，一座座青山就是

一座座绿色宝藏，仓田开启了幸福新生

活。

“青要最美青女峰，山高为峰，连翘

花开，满山金黄；连翘花香，茶雾袅袅，如

同青女翩跹起舞！茶的名字我们已经想

好了，就叫‘青女峰’！”王小卫说，国家知

识产权局已下发了商标申请受理通知

书，“青女峰”很有诗意。

邹明范邹明范((左二左二))在基地大棚内查看甜叶菊长势在基地大棚内查看甜叶菊长势

谷穗在作画谷穗在作画

连翘茶香飘青女峰新安王小卫
流转荒山种连翘

鸵鸟养殖托起致富梦上蔡郭建光
养鸵鸟增收不忘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