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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叶
全花乔新强）“我每年都会来这里收

购酥梨。这里的酥梨产量大、糖分

高、口感好，很受我们南方消费者的

欢迎。我现在每天收购20吨左右，

都是当天装货，连夜运走。”8 月 8

日，在鲁山县董周乡五里岭上的一

处酥梨分拣、装箱处，来自贵州省兴

义市的采购商徐亮说。

近来，五里岭周边坡坡岭岭间

的酥梨又到了陆续成熟时节，吸引

了全国各地的采购商来此采购酥

梨。每天，都有几十辆货车拉着酥

梨奔赴各地。

五里岭周边的山坡地富含硒

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当地农

民在长期的种植实践中，发现这里

的土质、气候非常适合酥梨的生

长，便逐步淘汰其他品种果树，种

植酥梨。县乡党委、政府以“保生

态富口袋”为抓手，因势利导，充分

发挥沟域优势，强力发展酥梨产

业，形成了“梯田层层绕山腰，瓜果

梨树栽满沟”的壮观景象。目前，

五里岭周边酥梨种植总面积达 7

万多亩，“五里岭酥梨”已成为一个

闻名全国、响当当的地方特产品

牌。

“俺种了 100 多亩酥梨，品种

有红香酥、圆黄、皇冠和玉露香等

四种，一年收入七八十万元不成问

题。”董周乡铁家庄村果农豆会

说。据豆会介绍，今年由于天气适

宜，酥梨成熟得早，为及时采摘成

熟的酥梨，她特地请来几位亲戚帮

忙。

酥梨最初引进时，主要品种有

香梨、杏水和黄金梨等，由于品种

单一，市场竞争力不强。为适应多

元化的市场需求和现代人的口感，

该乡聘请河南农大、河南林业研究

院等林果种植方面的专家以及当

地乡土人才、科技人才和农技专

家，成立了董周乡乡村振兴专家工

作站，通过引进新品种梨苗、对老

树嫁接改良等，近年来相继培育出

了产量高、品相好的圆黄、皇冠、玉

露香、红香酥、翠玉等新品种，并得

到了市场的认可，经济效益也显著

提升。

“随着酥梨产业的不断壮大，为

打好时间差，让酥梨效益更高，该乡

近年来争取上级资金5500万元，用

于完善产业基础，配套硬件设施，其

中 3000万元建成可移动保鲜库 25

座、普通冷库 14座，年存储鲜果达

5000余吨，依靠租赁冷库，集体经济

年收益也有200多万元，为乡村振兴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董周乡乡长刘

东阳说。

8月 9日，笔者走进信阳市平桥

区甘岸街道办事处杨庄村绿腾生态

农业果蔬种植基地，一棵棵树上挂

满了黄桃，散发出诱人的果香。烈

日下，该基地负责人孙良喜和工人

们正忙着采摘新鲜的黄桃，“今天又

接到了一个大订单，得抓紧时间把

货备齐。”孙良喜黝黑的面庞上淌着

汗珠，眼里却闪着光。

甘岸街道办事处地处淮河冲积

平原，沿淮肥沃的沙土地和充足的水

源适宜种植桃树、花生、萝卜等。7年

前，抱着对家乡建设的热忱以及对故

土的思念，在外务工多年的孙良喜回

到了老家甘岸街道杨庄村。他自费

到全国各地学习桃树栽培技术，依托

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建起了近200

亩果蔬种植基地并率先成功开发、推

广桃树嫁接栽培育苗技术。

目前，该基地种植的桃树有 20

多个品种。“月月有桃熟，月月有桃

吃！”这句话就是孙良喜的事业目

标。该基地的每棵黄桃树挂果在

20~30斤，部分果实较大的桃子，单

个重量达 8两。150多亩不同品种

的桃树，总产量约30万斤。开园以

来短短几天，该基地就已经接到

5000斤黄桃订单，每斤销售价在 8

元左右。据了解，今年的黄桃和蟠

黄桃无论是口感、品质、个头、水分

都比往年品质更佳，凭着顾客间的

良好口碑，该基地在线上线下同步

进行销售，销路十分乐观。

“我是听说杨庄的黄桃非常好

吃，就带了朋友来桃园采摘。我刚

才连吃了两个，又甜、汁水又多，我

们买了100多斤，用礼盒包装了，准

备带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来自信

阳市区的彭先生向笔者说道。

产业发展，村民受益。在发展

特色农业的同时，孙良喜每年都会

优先选用当地村民前来务工，为他

们提供增收渠道。孙良喜表示：“为

顺应形势，搭上‘互联网+’快车，结

合基地实际情况，计划增加网销、团

购等多渠道销售模式。看！网络直

播设备我都置办齐了。下一步，我

们要逐步完善基地周边配套设施，

着力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采摘于

一体的现代农业，让更多人来这里

感受自然风光、品尝新鲜瓜果，也让

黄桃、桑葚等水果成为村民幸福路

上的‘黄金果’。”

（李振阳米洁何泽垚）

8月11日，杞县五里河镇七里堂村村民正在采摘葡萄。该村在镇党委、镇政府
和村“两委”的积极引导下，形成了“一村一品一经济”的产业链条，带动了乡村经济
的振兴。刘银忠 摄

本报讯（通讯员纪道成 曾令菊记

者尹小剑）“我这都 70多岁的老太婆

了，还能在家门口轻松挣个零花钱，搁

在以往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8月 8

日，在商城县长竹园乡武畈村灌河源中

药材专业合作社野菊花种植基地内，

73岁的章丛英老人一边除草，一边跟

记者唠着嗑。

章丛英是本村居民，以前农闲时都

是四处串门闲坐，最近几年只要有时间

都会在基地里栽苗、除草、浇水、采摘，

一年能挣一万多元。“能有这样的挣钱

机会，真得好好感谢张总！”

章丛英老人口中的张总，名叫张

卫，是该乡人大代表、商城县灌河源中

药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瞅准家乡

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于20世纪90年

代成立了一家中药材收购门市部，再把

收购来的中药材对外销售。2008年年

底，他邀请几位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成

立了商城县灌河源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把该乡所有种植中药材的农户发展成

合作社社员。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有中药材基

地面积2500亩，门市部4家，经营中药

材品种达 46种，去年销售额达 820万

元。

“2003年以后，中药材市场行情开

始看好，特别是野菊花价格大涨，于是

我们开始试种野菊花。”张卫介绍，合作

社大力推广野菊花种植，同时兼顾发展

茯苓、天麻、石菖蒲、白前草等。今年新

发展野菊花种植面积3000亩，覆盖长

竹园乡、达权店镇及安徽省金寨县、湖

北省麻城市的部分乡镇，为种植户无偿

提供野菊花种苗，免费技术指导，并以

高于市场价回收产品。目前已带动长

竹园乡及周边乡镇农户1160多户通过

种植野菊花实现了增收致富。

今年62岁的张泽敏老人是合作社

里的大忙人，负责基地规划、田间管理、

人员分工等大小事。“虽然有点儿累，但

心里很高兴。先前看着土地撂荒，我这

心里是真心疼、真感到可惜。现在好

了，这些荒地都种上了中药材，每年能

带来固定工作岗位40多个，带动周边

200多人创收。看着乡亲们现在的钱

袋子越来越鼓，我打心眼儿里感到高

兴！”

为打通中药材销路，张卫跑遍全

国各大中药材市场和知名中药材加工

企业，先后与三九药业、山西亚宝合作

并建立了长期供货协议，大别山（商

城）野菊花成为药源地药材产品。“我

们正致力于实现中药材本地深加工、

提高附加值，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提升中药材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目前

已与三九药业合作打造大别山（商城）

野菊花仓储基地，预计产值达1200万

元。”张卫说。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

员张海军 高长军）8月 5日，走

进卢氏县的沟沟岔岔，百草丰

茂，泉水叮咚，凉风习习，一箱箱

中华土蜂箱整齐地摆放在青山

绿水间，蜜蜂漫天飞舞，嗡嗡成

韵，像是在举办一场盛大的音乐

舞会。

“土蜂蜜自带百草精华，食

药同源，有很好的食疗效果。”蜂

农马建党说。在东明镇209国道

石龙头至塔子山仅有5公里公路

两边，分布着 10多个蜂场 2000

多个蜂箱，不时有路过的行人停

下购买蜂蜜。在这塔子山蜂场

周围，草萋萋、花烂漫，整个山坳

里充盈着甜蜜的花香气息。

与塔子山一山之隔的官道

口镇南幽村，“蜂情苑”土蜂蜜的

生产基地同样是一片繁盛景

象。“蜂情苑”土蜂蜜的老板郭英

杰是一名退休职工，从事蜜蜂养

殖和技术研究已近50年，退休后

来到国家 4A 级景区豫西大峡

谷、豫西百草园附近专业从事土

蜂养殖和蜂蜜浓缩加工、线上线

下销售事业。目前，“蜂情苑”饲

养土蜂500多箱，注册“蜂情缘”

土蜂蜜商标，在卢氏县城开办加

工车间、销售门店，通过自产自

销、来料加工，年生产、加工、销

售土蜂蜜50多吨，年收入300多

万元、利润100多万元。

近年来，一大批有眼光、有

实力的创业者或企业落户卢氏，

在大山里做起了“甜蜜”事业，生

产蜂蜜、蜂胶、蜂蜡、琥珀核桃、

卢氏麻片等系列产品。该县建

立蜂产业链，主要领导任链长，

完善科研、发展、电商销售一体

化延链扩链机制，通过金融扶

持、产业奖补，成立中蜂养殖专

业合作社46个，发展生态有机土

蜂 3.1 万箱、意蜂 1.4 万箱，年产

优质蜂蜜 3000 吨，俏销全国各

地，蜂产业年综合产值3亿元，同

时，该县开发利用丰富的林果、

中药材花粉资源，推广种养一体

化技术，在林果、中药材基地、瓜

果蔬菜大棚放置蜂箱，起到了自

然传授花粉、提高坐果率、酿出

好蜂蜜的优势互补作用，节省了

人工成本，增加了果药菜综合经

济社会效益。

珍珠枣油桃富了一个村
8月13日，在灵宝市故县镇冯家塬村油桃收购市场，一派

繁忙丰收的景象，村民们加紧销售采摘的珍珠枣油桃。近年来，
该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大力引导群众种植珍珠枣油桃
700亩，年产量达100多万公斤，每亩纯收入1.6万元，油桃俏
销上海、北京、辽宁等全国各地，供不应求，油桃产业将该村引上
了富裕路。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邢博 摄

找准新路子鼓起钱袋子
商城县中药材种植“钱”景好

月月有桃熟月月有桃吃
信阳市平桥区成功开发、推广桃树嫁接栽培育苗技术

鲁山县董周乡

酥梨好品质品牌响全国

本报讯“爸爸，这是什么？看起

来好漂亮啊！上面的花纹好像是小

鸟和花朵，在古代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呢？”

“这是八角菱花形铜镜，它是唐

代制作的。看介绍说，这个铜镜

1984年在咱们淮滨出土，是国家二

级文物……”

8 月 15 日，淮滨县淮河博物馆

内，带着孩子前来参观的市民章云

翔，一边指着一件青铜神兽一边向孩

子介绍。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淮河博

物馆作为宣传淮河流域历史文化、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重

要阵地，以打造科普基地宣传科普

文化为己任，积极宣传社会文化，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社会

科学知识，成为该县市民的终身学

校。

据介绍，淮河博物馆以淮河流域

文明发展史为主线，共设置了五个展

厅，通过自然、历史、治水、民俗、家乡

五个篇章，以淮河流域的历史文化为

骨架，以治水文化为核心，民俗文化

为血肉，在有限的展示空间，以历史

的实物为主，辅以声、光、电动态演

示、多媒体等现代数码技术手段，再

现淮河流域壮观历史和生产斗争实

践，再现淮河流域丰富多彩的民俗文

化。

“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摇

篮之一。淮河文化源远流长，淮河博

物馆作为展示淮河流域悠久灿烂文

明的窗口和平台，有责任也有义务将

这一地域文化传承下去。目前，淮河

博物馆共有藏品5616件。希望通过

我们的努力，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

它、研究它。”淮河博物馆副馆长杨林

在介绍博物馆时说。

“去年一年，淮河博物馆共举办

社会教育科普活动15次，免费对外开

放300天以上，免费讲解200场次，参

观人数达6万人次以上，充分发挥博

物馆作为市民‘第二学习课堂’的作

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努力进

取，打造优质的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积极传播社会科学知识。”该县科协

负责人高洁说。

（李振阳朱丝语）

本报讯 8 月 14日，栾川县陶湾

镇伊河源小区，戏曲、歌曲、舞蹈等精

彩节目轮番上演，小区内一片欢腾。

据了解，表演者大多是来自郑州、开

封的“新移民”。

“这里山美、水美、人更美，空气

清新，适合养老，来了就不想走。”节

目编导李红霞说。几年前，她受邀来

栾川旅游后，就爱上了这里，决定“落

户”于此，在陶湾镇伊河源小区购买

了房子，夏天来此度假。

“团队成员很多跟我一样，从外地

来栾川玩，来了就不想走。”李红霞说，

随着小区居民越来越多，大家各怀才

艺，于是成立了“陶湾伊河源艺术团”，

互相学习，融洽相处，有时还会组织进

行社区演出，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据了解，“新移民”还经常在社交

平台宣传栾川。“这里一步一景，把这

些美景发到朋友圈，亲戚朋友好生羡

慕，都说我过的是‘神仙’生活，不少

朋友也慕名而来。”该艺术团成员刘

女士说。

栾川县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艺术团”是个新生事物，这些

“新移民”为乡村注入了艺术细胞。

拟邀请组织他们有计划地前往各乡

镇和民宿集中连片区，通过巡回演

出、传帮带等形式，引导本地群众积

极参与，排演本土节目，丰富旅游业

态，探索乡村运营新模式，让艺术点

亮乡村振兴路。 （许金安刘静）

“新移民”艺术团点亮乡村振兴路
栾川县陶湾镇打造文化宣传新载体

淮滨县

博物馆成“第二课堂”科普体验零距离

连日来，为营造整洁靓丽的市容

环境，永城市园林环卫中心开展环境

卫生大整治行动，对未纳入管理区域

的垃圾进行彻底清理。

该中心下属各环卫公司将未纳

入管理区域的垃圾清理工作列入重要

日程，成立了突击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行统一组织，

明确分工、细化任务、落实职责。在坚

持集中与分散原则的前提下，该中心

下属各环卫公司对所属区域进行地毯

式排查，对排查出的点位通过清理裸

露垃圾、成立劝导队等形式加大治理

力度，确保了清理工作顺利推进。同

时，通过发放倡议书的方式，在未纳入

区域向广大市民宣传开展环境卫生综

合整治重要意义，倡导市民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营造人人关心环卫、爱护

环卫、参与环卫的浓厚氛围。

下一步，该中心将继续加强对市

区未纳入管理区域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工作，有效改善环境卫生，建立长

效管控机制，确保市区环境干净、整

洁、有序。 （张萍）

为增强学生防溺水意识，确保学

生生命安全，连日来，鹤壁市山城区

石林中心小学多举措开展学生暑假

防溺水教育工作。

该校要求教师开展“防溺水安全

教育”进村入户家访活动，向监护人

和学生宣传暑期期间安全教育知识，

强调防溺水的重要性以及自护自救

措施，督促监护人切实履行暑期安全

监管责任，对学生提出了“不准私自

下河”等“八不准”要求，对出现溺水

情况时的安全救护也提出了“十个我

知道”的救护措施与方法。

该校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防溺水工

作精神，全员参与，扎实工作，为学生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李忠喜胡玉萍）

近期，民权县白云寺镇新兴小学

开展了主题为“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的一系列安全教育走访活动。

该校通过智慧校园平台和微信

群对学生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将教

育部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发给每位家长，落实家长签名并回收

回执，提醒家长要做好子女的安全教

育，履行家长监护责任，家校联合，教

育孩子坚决做到“七不”“三要”确保

每个孩子的生命安全。

通过防溺水安全教育，该校进一

步增强了师生、家长防溺水安全意识，

提高了学生自护自救能力。（王文广）

永城市园林环卫中心清理未纳入管理区域的垃圾

鹤壁市山城区石林中心小学“防溺水安全教育”进村入户

民权县白云寺镇新兴小学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走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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