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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聂建武黄彦宾 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

者李振阳）盛夏时节，位于新县沙窝镇吴湾村的桑树园

内，株株桑树连绵成片，泛出滚滚绿波，桑树枝头，紫红

的桑葚簇拥成串，散发出浓郁的果香。

“产叶养蚕，产果增收，桑树浑身都是宝，而且咱当

地林地面积广、光度强，也适合发展种桑养蚕，看着这些

桑树，日子过得踏实。”7月 1日，新县创丝蚕业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余祖光说。

为鼓励蚕桑产业发展，让当地蚕农敢养蚕、会养蚕、

能养蚕，沙窝镇多措并举，出台产业发展奖补办法，针对

种桑养蚕进行专项补助，同时，坚持走“龙头企业+农户”

的发展之路，引导企业对农户提供技术服务，与农户签

订保护价收购合同，规避农民养殖风险，充分调动了农

民种桑养蚕的积极性，给村民吃下了“定心丸”。

如今，沙窝全镇除在吴湾村建成占地10余亩的养殖

基地外，更是开枝散叶在全镇栽种桑树 500余亩，在吴

湾、曾畈等 4个村建成桑蚕养殖大棚 9栋、桑园 500亩、

桑葚采摘园 30余亩，年产值达 300万元，仅吴湾村就带

动5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达3000元以上，蚕桑产业已成

沙窝镇群众脱贫增收的“聚宝盆”。

育虾有“稻”，致富有方，沙窝镇不光产业发展有前

景，油榨村种粮大户张贞学的“稻虾共养”模式也为当地

农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走进稻田，泥土混杂着水稻清香拂面而来，碧水绿

稻掩映间，小龙虾时不时探出头来，泛起阵阵涟漪。

“虾吃昆虫，粪便还田，全程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

光小龙虾绿色能卖上高价，稻米高产同样也能卖出好

价。”张贞学说。

据悉，张贞学与镇合作总社签订合同，流转撂荒田

地，以“稻虾共养”的新模式，实现了一田双收，年盈利可

达 15万余元，同时也带动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员得到分

红，实现共同增收的新局面。

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让沙窝全镇人民获益颇多，也

间接带火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

龙潭瀑布、黑龙潭、宋冲古民居……独特的自然禀

赋为沙窝镇朴店村富集了文化旅游的优越条件，一条条

乡村旅游公路将一座座村落、一个个景点串珠成链，积

蓄起开放型发展之势。

据了解，朴店村以“桃花节”为依托，以自然人文景

观为核心，强力推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文旅

项目，同时结合镇域农牧产品，创办成立农家乐53家，年

接待游客两万余人，带动户均收入 1000~5000元，有效

地促进了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特色产业“钱景广阔”，县域经济“多点开花”。新县在振兴发展中，立

足自身实际与自然禀赋，按照“特色农业，文旅结合”发展模式，抢抓县域乡

村发展机遇，大力推进特色产业建设，狠抓特色典型培育，全面激发了县域

经济发展活力，促进了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在经济发展上跑出了“加速

度”，在乡村振兴中开启了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李梦茹 王琳锋）7 月 2

日，在武陟县北郭乡原岗村桃园基地，只见一大片桃林

一眼望不到边，绿叶掩映间，一个个红润水嫩的桃子挂

满枝头，桃香四溢，村民们正穿梭其中，忙着采摘、搬运、

筛选、打包……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

“我和原岗村经纪人合作有 4年了，今年一到桃子成

熟上市期，我就又来收购了，一天至少能收 2000斤。”来

自郑州的收购商张坤一边将一筐筐鲜桃搬运装车，一边

告诉记者，“这儿的鲜桃真不赖，甜度高、果形漂亮，吃起

来又脆又甜，深受消费者喜爱，市场销售特别好。”

原岗村是远近闻名的桃树种植专业村，有 30多年的

种植历史，“原岗桃”在当地已有一定的知名度。目前，全

村种植桃树 700余亩，品种已发展到 100余种，亩均收入

超万元，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幸福路。

据了解，以前原岗村村民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20

世纪80年代，时任老书记外出考察中，发现种植桃树经济

效益远比种植普通农作物可观，便动起了种植桃树带领

群众致富的心思。经过一番讨论，老书记决定亲自做示

范，带头种植桃树，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先行先试，可观

的经济效益驱动当地群众种植桃树的积极性，经过几年

发展，桃树种植覆盖了全村所有农户，品种也在不断更新

换代，原岗村成为名副其实的桃树种植专业村。

“当地特有的黏土、沙土混合土壤，透气性佳，保湿度

好，特别适合种植桃树。”原岗村党支部委员原小瑞介绍

说，“我们‘原岗桃’口碑不错，每年郑州和北京的水果商

都抢着收购，同样的品种1斤能比其他村贵0.5元，1亩地

能比其他村增收2500元左右。”

为提高村民的桃树种植和管理水平，原岗村“两委”

积极与郑州果树研究所进行合作，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

术，并聘请技术员、专家为村民讲解科学用肥、防病治虫、

套袋、采摘等相关知识，让大家掌握桃树种植技术。

“经过一系列的培训，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套完整的种

植技术，现在我们村家家户户种桃树，人人都是‘土专

家’。同时，我们村还成立了桃树种植技术服务队，闲暇

时间对外提供技术服务，又多了一份收入。”今年已 58岁

的种植大户原国强看着自家桃林喜笑颜开。

为方便村民卖桃，原岗村的经纪人主动挑起了大

梁。“我自己也种了几十亩桃树，前几天村里几家一共摘

了六七千斤鲜桃，都卖给了我介绍的客商。”经纪人朱小

辇告诉记者，像他这样义务帮村民介绍客商的经纪人在

村里还有好几个，他们都与客商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经

纪人的作用让鲜桃销售市场更加稳定。

桃子销路有了保障，村民们心里乐开了花。朱小辇

掰着指头算起了账，一亩地桃树产五六千斤鲜桃，能赚一万多元，并且一年

中除去桃树管理期和采摘期外，闲时还可以出门打零工，这日子是越过越滋

润了。

如今，原岗村依托桃树种植优势，在当地乡党委、乡政府的指导下，通过

举办“桃花节”，进一步提高了“原岗桃”的知名度。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

郜敏杨澎涛）6 月 28 日，晨曦微

露，在太康县龙曲镇料城行政村龙

腾家庭农场秋葵种植基地，近百名

群众已开始采摘秋葵。这样的场

景，从 5月初就开始了。“今年秋葵

长势好、还好管理，供不应求，效益

还可以。”望着600亩秋葵，基地负

责人许卫兵高兴地告诉记者。

目前，龙腾家庭农场已发展成

2000 多亩高效农业种植基地，集

育苗、供苗、脱水蔬菜加工于一体，

辐射带动了周边乡镇种植有机花

菜、辣椒、芦笋等蔬菜 3万多亩，成

为引领当地特色农业发展的龙头

企业，料城行政村已成远近闻名的

秋葵种植专业村。

“我们采取‘支部+基地+农

户’的模式，吸引村民抱团发展，基

地提供苗、技术，包回收，回收后经

过包装，运输到北京、上海等城市，

带动了周边200多户秋葵种植户，

长期在基地务工的群众有 100多

人。”许卫兵介绍，秋葵也叫羊角

豆，营养价值丰富，这几年，人们对

健康蔬菜的需求越来越大，他们又

把鲜秋葵、花菜、包菜等加工成脱

水蔬菜，既便于储存、运输，又大大

增加了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们不断深化‘党

建+产业’发展模式，加大土地流

转，调整产业结构，做好特色农业

文章，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园建设，

建基地、培龙头、造品牌，提升农业

生产专业化、规模化、效益化水平，

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提升群众幸福

指数，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保

障。”该镇党委书记佘伟说。

太康县龙曲镇600亩秋葵供不应求

强村富民的“葵”花宝典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乔培珠杨真真）6月 27日，一场小

雨光临了叶县马庄回族乡雷庄村

的百亩葱田。放眼望去，头茬种植

的一排排大葱茎长秆粗、长势喜

人。“今年天旱，村里这400亩大葱

已经浇两遍了。今天这场雨一下，

不仅能省下浇地的费用，更是给丰

收盖了个戳。”雷庄村党支部书记陈

宏伟在地头边走边看，喜上眉梢。

去年，陈宏伟在雷庄村带头种

大葱，在受洪涝灾害影响的情况

下，亩均收益仍然可观。今年，不

仅自己村里种了400多亩大葱，还

带动周边田庄、叶邑等乡镇的农户

也跟着发展种植了400多亩。

今年 50岁的陈宏伟曾在内蒙

古某空军部队服役，几年的部队经

历磨炼了他不服输的性格。退役

后，他养过鸡、卖过菜、当过屠宰户、

跑过运输，还做过多年饲料生意。

依靠踏实肯干，陈宏伟成了村

里的致富能人，但一直想做农业的

陈宏伟，始终在考虑怎么才能从土

里挖金，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

他想到自己在襄城县的生意

伙伴黄永喜曾说，自己种植大葱

15年，从来没亏过钱，愿意免费教

陈宏伟大葱种植技术。仔细了解

后，陈宏伟发现，大葱作为日常生

活之中不可少的烹饪材料，耐旱抗

涝，一年两茬，亩产超过两万斤，且

不愁销路。

2021 年，陈宏伟决定自己试

种大葱，为村民做出表率。他流转

村里 160 亩土地，平整、开沟、育

苗，一头“扎”进了葱田里。“我想带

着村民们一起富起来，挣了村集体

有份，赔了算我自己的。”陈宏伟在

村民代表会上说。

成功之路并不是那么一帆风

顺。由于第一年试种，陈宏伟自己

培育的葱苗，出苗率仅有 50%，不

得不从外地购买葱苗进行移栽；壮

苗期，水浇得不够导致葱白偏短；

管理工人缺乏经验，每天花出近万

元的工资，却不出活儿……“去年

秋天遇到罕见的洪涝灾害，大水过

境葱田里根本看不见葱，全是明晃

晃的一片水。”陈宏伟回忆道。

但即便这么多困难，陈宏伟第

一年依然尝到了甜头：受灾严重葱

田亩产只有 2000多斤，但受灾较

轻的60亩，亩产1.2万多斤。接近

200 万元的销售收入，除去租金、

人工费、机械费外，陈宏伟的 160

亩大葱依然赚了60多万元。

村民们眼看着种植大葱在遭遇

洪灾的情况下仍能赚钱，纷纷决定

跟着陈宏伟一块干。眼下正值夏季

移栽葱苗高峰期，在雷庄村的葱田

里，每天都吸纳附近100多名村民

干活儿。“去年看陈书记种葱，我还

替他发愁。现在看来，种葱这事，

中！”村民马廷顺经营着一个蛋鸡养

殖场，看到种葱效益不错，今年也开

始跟着陈宏伟种植了13亩大葱。

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才算

富。陈宏伟动员所有的葱田纳入

村集体经济，每斤葱售价的 2分至

5 分钱作为村集体收入。按照目

前的种葱规模，今年村集体能收入

4万元左右。

陈宏伟对村里的发展充满希

望，现在他正在筹备成立大葱种植

合作社，统一购苗、统一技术、统一

管理、统一销售，抱团发展，互利共

赢，同时计划筹建大葱加工厂，葱

白生产净菜，葱叶加工脱水蔬菜，

拉长产业链条。

叶县雷庄村

致富路上“葱”满希望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段阳
东）一场喜雨过后，确山县新安店镇

余冲村种植大户刘根成的 600 亩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基地里，一株

株玉米苗叶片上的露珠晶莹剔透，玉

米行间套种的大豆也钻出地面。6月

30日一大早，该镇农技人员一边查看

苗情，一边不断叮嘱刘根成近期的田

间管理要点。

“一开始我也不了解不情愿去

种，通过镇里政策宣传、外出学习、观

摩，今年我愿意尝试，起个带头示范

作用，引导更多农民采用这种套种模

式来增加收入。”刘根成说。

今年以来，确山县通过政策支

持、宣传发动、大户带动等多种形式，

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进行安排

部署，全力推动种植示范推广。鼓励

全县种粮大户、农村专业合作社等新

型主体带头，全面推进玉米大豆带状

复合种植工作，因地制宜集中连片种

植，为农户提供优质服务，切实提高

种植效率，确保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工作成效实现一季双收，绿色发展

可持续。

确山县坚持早谋划、早安排、早

部署，制订种植分配方案，将任务分

解下达到村、到人，落实到田间地

块。围绕推荐模式、农机配套等方面

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有关政

策进行培训，实现“一田多收，稳粮增

收”的目标。同时，建立技术服务小

组，为种植主体开展全方位、多渠道

技术服务，确保种植主体能种、会种、

种好。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是在

传统间作、套种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

的一季双收两种作物的种植模式，

就是两行玉米、两行大豆，栽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窝行距。该种植模式集

种养结合和绿色高效于一体，是稳玉

米、扩大豆的有效途径。每亩计划增

产玉米 5%~10%，大豆能增产 90公

斤左右。”确山县农业技术人员说。

眼下，确山县完成 1万亩复合种

植计划，努力实现稳粮增豆、提质增

效，全面推动全县粮食稳产、农民增

收。

确山县

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1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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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宁陵县柳河镇桃园关村村民
冒着高温在大棚里采摘豆角。近年来，该村
采取“支部+产业+农户”的办法，带领脱贫
户大力发展大棚蔬菜生产，使一大批村民不
出村走向致富骆。 吕忠箱 摄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被称为

香菜的芫荽，让长垣市瑞丰家庭农

场负责人付保峰直呼“真香”，抓住

康养蔬菜这个特色作物，亩收入接

近万元。

6月 29日，位于长垣市孟岗镇

许寨村芫荽种植基地里，一眼望

去，黑色遮阳网连成了一片，绿油

油的芫荽长势正旺。刚整理出的

田块，正准备再种一茬。

拖拉机“突突突”地开始发动，

两边开沟的同时，播种机具在垄上

分别留下黑色、白色的管线。“播种

可有诀窍！”付保峰说，黑色的是滴

灌管，白色的是用来线播的。他蹲

下来拉起一根白线说，这里面是芫

荽种子，播种间距已经定好了。

芫荽种子小，传统的撒播方式

用种量大，出苗后需要人工间苗，

费时费力。在省农科院长垣分院

药食同源植物研究团队的技术支

持下，付保峰开始采用种子编织定

量精播技术，并对线播机械进行改

进优化，实现了芫荽的精量机播+

滴灌管铺设一体化作业。精播可

节约用种量50%，以滴灌替代大水

漫灌，每茬每亩节水 30%以上，氮

肥用量节约 30%以上，亩节约除

草、灌溉人工费240元。

在省农科院院县（市）共建项

目的支持下，省农科院质标所联合

园艺所、植保所、长垣分院等，在长

垣市集成推广了精细整地、精量机

播、水肥调控和病虫草害绿色防控

技术等配套栽培技术，通过示范基

地建设以点带面，促进康养蔬菜产

业发展。

搭上科技快车，长垣市蔬菜种

植由单一化、常规化走向多样化、

特色化，品种日益丰富、产品结构

更加合理，以芫荽等为代表的药食

同源、康养蔬菜产业异军突起。

“康养蔬菜市场呈现爆发性增

长，市场巨大、前景广阔，卖给谁、

卖啥价是关键。”河南省经济作物

推广总站书记陈彦亮说。

种植面积200亩，付保峰用农

业科技把芫荽种出了规模化、规范

化。通过与广东等地收购商签订

销售订单，提前锁定收益。“芫荽市

场波动较大，价格从几毛钱到十几

块钱都有，通过订单，市场价格低

时，收购商加价收购，保种植成本；

市场价格偏高时，优先满足订单。

收购商有稳定菜源，我获得稳定收

益。”付保峰说，按照一年三到四

茬，每茬每亩1500斤的产量算，亩

收入接近万元。

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省农

科院质标所郝学飞等专家还为付

保峰量身制订了诱虫灯诱杀害虫、

低毒高效农药等技术措施，助力基

地申请绿色食品认证，实现芫荽的

绿色规范化生产。

香菜“真香”
长垣市付保峰种植香菜亩收入近万元

走向我们的幸福生活

7月1日，方城县二郎庙镇吕河村村民孙国红在采摘蓝莓。作为南阳地区率先种植蓝莓成功的孙国红，现已种植蓝莓100余亩，全程采用不施农药、化肥、除草剂等有机种植
模式，每公斤售价196元，仍供不应求。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孙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