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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闫
春生 张浩杰）金秋九月，辣椒飘香。

在孟州市赵和镇北冶墙村百亩辣椒

田里，火红的辣椒挂满枝头，村民们

正在忙着采摘；在村内街道两侧、广

场上随处可见晾晒着的辣椒，宛如一

幅幅和谐美丽的丰收图画。

地处赵和镇西部的省级脱贫

村 —— 北 冶 墙 村 共 69 户 270 口

人，790 亩耕地。近年来，该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明棋带领

村“两委”干部、致富带头人，积极

谋划发展产业，扎实推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在去年建成粉条综合加工厂的

基础上，该村利用村内土地资源优

势，先后组织部分群众到许昌、漯

河、山东寿光等地参观学习辣椒种

植技术。

经过考察，让大伙儿学到了科学

种植管理技术。不错的市场行情、热

切的致富需求，更让不少干部群众对

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充满

了信心。今年6月，赵明棋和乔红伟

等 4户带头利用 100余亩流转土地

发展“大胭红”辣椒种植，出现了开头

的喜人景象。

“赵书记，听说你们种的辣椒熟

了，我在家没事做，让我去采摘吧？”

村民刘大娘找到赵明棋。

“咱们是论斤算的，摘得多挣得

多，咋样？”赵明棋说。

“那最好了，多劳多得，我可愿

意。”刘大娘说。

赵明棋介绍，这段时间村里每天

有四五十名60岁左右的群众来采摘

辣椒，手快的一天能采摘 150 斤以

上，按每斤五毛钱算，一天能挣七八

十元，这给年龄较大的群众提供了就

近就业的机会。

“通过多方考察，咱这儿的土地

适宜种植辣椒，今年我们试种的‘大

胭红’辣椒品种，预估亩产5000斤，

收入达1.2万元，不但产量高，而且品

相好、姿态饱满、鲜红诱人、口感颇

佳，市场行情很好。这不，周边的坡

掌、西冶、中临泉等村也来打听种植

技术呢，到时候种的人多了就能形成

规模效益，让咱们的腰包都鼓起来。”

晾晒现场，赵明棋拿着新鲜的辣椒，

正在给村民讲解种植辣椒的好处，他

讲得头头是道，村民听得津津有味，

那种羡慕的眼神使他们对发展辣椒

种植充满了憧憬。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天
鹏）9月20日，西平县杨庄乡合水村

200余亩朝天椒进入采收期，在村民

刘梅家的辣椒地里，鲜红的朝天椒

长势喜人，“椒”香四溢，八九名村民

提着桶来回穿梭，有说有笑地采摘

着朝天椒。

“今年我们家种了3亩辣椒，刨

去买辣椒苗、化肥、地膜的钱，能挣

两万元左右，可不赖。”刘梅站在地

头笑呵呵地说，“一亩地 1000多株

辣椒苗，全部由合作社提供，一株辣

椒苗三毛五分钱，是经过精挑细选

的品种，采摘完的辣椒合作社负责

回收，今年最低收购价 2.7元一斤，

让我们农户都很放心。”

“我们村土地肥沃、酸碱适中很

适合种辣椒，2019年我们几个村民

到山东学习考察，引进了‘艳红杂交

819’朝天椒，刚开始只在本村种植，

后来又扩大到芦庙、权寨等乡镇，现

在咱们县种的朝天椒达1600余亩。”

忠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超介

绍，从村民手里回收辣椒，先挑出叶

子并去掉根茎，然后直接送到合作

社的辣椒酱生产车间，在生产车间

里辣椒清洗切割一体化机会对辣椒

进行深度清洗、消毒、切割，切好的

辣椒放入腌菜缸进行腌制，腌制好

的辣椒将统一封包装运往湖南。

“赶快给俺称称，都是今天新摘

的辣椒。”说话间，芦庙乡合庄村种

植户赵富林骑着三轮车进了院子，

“省心得很，今年就买了3袋化肥和

3000多株苗，别的啥都没弄，现在

已经收了一亩多地，挣了 8000 多

元，而且这里是当天采摘、当天收、

现场结账。”赵富林高兴地说。

“我们计划明年去北京农科院

一趟，引进优质‘艳红杂交819’朝天

椒原种进行育苗，让群众的致富路

走得更稳当。”张超说。

9月18日，在洛阳市孟津区朝阳镇南陈村琪琪种植专业合作社猕猴桃生产基地，返
乡创业人员姚晓军正和工人一起采收猕猴桃。眼下，她种植的近200亩猕猴桃迎来丰
收季。 黄政伟 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
浩）9月 20日，记者走进宝丰县观音

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三间房村土

鸡养殖基地看到，一只只鸡冠似火、

毛色发亮的鸡悠闲地“踱”着方步，

时而刨土啄食，时而追逐嬉戏……

叽叽喳喳的叫声给寂静的山村增添

了许多生机。

今年 51岁的王建光是村民津津

乐道的养殖能手，他早年在城里当过

装修工、去厂里拧过螺丝、在超市当

过仓库管理员，因家里有老人和小孩

需要照顾，最终选择了返乡创业。

“当时，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养殖土鸡，没想到抓住了‘鸡’遇，不

但增加了收入，生活也越来越有盼

头。”王建光说。

三间房村环境幽静、空气宜人、

林地广阔，比较适宜土鸡养殖。王

建光介绍，他的土鸡散养在山上，活

动空间大、运动充足、食用林间草

虫、喝天然山泉水，加上辅喂玉米，

土鸡体格健壮、肉质紧实，深受消费

者的赞誉和喜爱，目前不仅在县域

内畅销，还销往郏县、舞钢等周边县

市。目前，王建光的林下养鸡基地土

鸡存栏2000羽左右，这2000羽鸡9~

10月可出栏，能收入10万元左右。

近年来，该示范区立足当地资源

禀赋，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依托

丰富的林地资源优势，积极鼓励有条

件的经营主体、农户和返乡青年发展

“五小产业”，探索发展“鸡粪养林、林

间护鸡”的生态养殖模式，通过“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的产业模式，带动

周边农户增收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韩浩 朱丝语 记

者尹小剑）9月 21日，记者在淮滨县

三空桥乡油坊村臻禾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亿只兔肉兔养殖基地看到，一排

排兔笼整齐地排放着，养殖基地的工

人手提大水桶在往料槽里放草料，一

只只毛茸茸、胖嘟嘟的兔子吃着草

料，看着让人心生欢喜。

据了解，三空桥乡坚持以促发展

为动能，按照“一村一品”的产业布

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今年 6

月，带着振兴家乡的心愿，陈俊返乡

投资数百万元，建设厂房4座，建立了

亿只兔肉兔养殖基地。

“兔肉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

少、矿物质含量适宜、胆固醇含量低，

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同时，兔子的繁

殖能力强，规模化养殖可能性高，更便

于走产业化道路，是个很好的投资项

目。”谈到养殖基地，陈俊滔滔不绝，

“目前，我们已经养殖了1200只种兔，

到今年年底就能繁殖出2万只兔子。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大肉兔养殖产

业发展，鼓励和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养

殖，用蹦蹦跳跳的兔子‘蹦’出一条属

于油坊村的乡村振兴致富路。”

“亿只兔肉兔养殖基地是我们养

殖产业的一个‘新起点’，下一步我们

还将打造兔文化主题公园。同时，通

过互联网抖音等平台，把我们的兔肉

加工成熟食销往全国各地，吸引更多

的养殖户加入这一产业，让他们在家

门口就能挣钱，从而不断推动全乡经

济蓬勃发展，助推乡村振兴驶入‘快

车道’。”三空桥乡油坊村党支部书记

杜强说。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徐
嘉）“培训真是没白去呀，你看人家开

一场直播几分钟都把货卖完了……”

9月20日，说起前几天镇里举办的抖

音直播及电商创业普及提升培训班，

禹州市鸠山镇西学村村民王晓远充

满信心地说，自己也要当“网红”，把

村里的桑葚卖向全国。

为拓宽群众就业渠道，提高劳动

者的技能水平，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鸠山镇紧盯抖音直播带货网络热点，

顺势而为，举办了抖音直播及电商创

业普及提升培训班，来自全镇的待业

青年、电商创作者、返乡大学生、致富

带头人及农产品种植人员共70余人

参加了培训。

“首先我们要学会引流，就是通

过拍摄的视频把网络流量吸引到你

的个人账号上，等积攒到一定粉丝量

的时候，再去开直播卖货……”培训

中，讲师从短视频引流、零粉丝怎样

开始直播带货、抖音运营技巧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讲解，通过案例分析、实

操互动、小组讨论等方式，让学员们

打开了将“视频拍摄”与“抖音直播”

结合引流的思路，对“如何做好电商

直播”提供了新方法、新途径。

“之前，我只知道刷抖音短视频，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才知道怎样高效

地剪辑视频，怎样获取更多的客户，

增加村里蜂蜜的销售量。”该镇南寨

村“两委”干部王钟雷打算以后通过

抖音短视频宣传，增加线上销售渠

道，提高蜂蜜的销售量。

“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是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下一步，我们

将继续立足群众实际需求，举办更多

电商、抖音直播专场培训，全面提升

农民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

鼓励带动更多农产品种植养殖户利

用自媒体、电商等平台进行网络直播

销售，让电商成为助力乡村振兴、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引擎。”鸠山

镇镇长郭浩磊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红
卫）“中秋节前就有人联系预订大葱，

这 200亩大葱现在都有了‘婆家’，到

收获时打个电话客户就开着车过来

了。”9月 19日，在汝南县板店乡魏岭

村一块农田里，一行行绿油油的大葱

长势喜人，葱香扑鼻，几名村民正在葱

田拔草，魏岭村绿红火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魏永波一边拔草一边

说。

据魏永波介绍，绿红火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是2017年成立的，以发展

温棚瓜菜为主，目前建有温棚 300多

座，主要种植香瓜、番茄、辣椒等，产品

还相对单一。为满足市场需求、增加

种植户的收入，去年经过考察，他从山

东引进了钢葱。

“合作社的发展得到乡、村两级的

大力支持，乡党政主要领导多次到合

作社调研指导工作，去年为合作社整

修了生产路，今年又为合作社申报了

乡村振兴产业示范带建设项目，项目

拟投资 1000万元为合作社建设保鲜

库，改善合作社水、电、路等基础设

施。”魏永波说，“我们把准备发展钢葱

产业的计划向乡党委、乡政府回报后，

他们非常重视，已经多次召开会议安

排部署，准备在全乡推广。”

“这 200 亩地种植的都是钢葱。

钢葱又叫日本铁杆大葱，具有葱白长、

秆瓷实、甜而脆、辣味足、口感好等优

点，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露地种植亩产

量可达 5000公斤，亩效益在 1.5 万元

以上，种植前景广阔。”魏永波说。

为确保钢葱试种成功，今年4月合

作社从外地高薪聘请了一名技术员，

在技术员的指导下繁育了 8亩葱苗。

麦收后整理了 200亩试验田，全部移

栽上葱苗，并采用水肥一体化先进技

术，经过精心管理，目前长势喜人，丰

收在望。

“在钢葱生长期间，不仅有客户前

来考察，提前预订成品葱，也有周边群

众前来咨询钢葱种植技术，提前预订

葱苗，准备种植钢葱。”魏永波表示，合

作社明年将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模式，通过为种植户提供葱苗、农

药、肥料、技术、销售等一条龙服务的

方式在全乡推广种植钢葱，争取把钢

葱产业做大做强，打造成带动全乡群

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陈亚
飞冯晨彤）9月20日，在叶县邓李乡马

湾村花生地里，一台台花生收获机来

回穿梭作业。伴随着“轰隆隆”的声

音，一棵棵花生秧破土而出，自然堆放

成一行，等待着晒干后用摘果机摘

果。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人机欢唱、

喜获丰收的繁忙景象。

“我种了十几亩花生，今年花生收

成不错，从地里随便拔一棵秧子，下面

结的花生都很稠很饱满。产量比去年

高，花生价格也比去年高，一亩地能收

入2000多元，花生秧子还能卖给附近

的养牛场、养羊场做饲料。”村民马青

凡看着刚收回来的花生，很是满意地

说。

马湾村紧邻沙河，村中土地大多

为沙质土壤，种植花生历史悠久。近

年来，马湾村通过引进优良品种罗汉

果花生，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花生种植

大村，花生种植也成为村里的支柱产

业之一。

“今年马湾村一共种植了3000亩

罗汉果花生，涉及农户 800多户。下

一步，村里将继续扩大花生种植面积，

提高种植技术，更好地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助力乡村振兴。”马湾村党支部

书记马中年说。

近年来，邓李乡在实施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过程中，根据当地的土质状

况，结合市场需求，鼓励农民规模化种

植高产优质花生。从夏天耕地、种子

选育到施肥等环节，乡里组织农业专

家、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

导，为花生增产增收提供技术保障，确

保花生稳产丰收。

据介绍，邓李乡今年花生种植面

积5万亩，每亩产量约400公斤，年产

量2000万公斤，年产值1.4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薛建祥 胡新
华 陈宁 张勇 记者尹小剑）9月 19

日，位于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新集

村内的山海葡萄采摘园迎来了众多

游客前来采摘，人们在感受休闲时

光的同时，也体验着乡村田园乐趣。

走进葡萄园，成排的葡萄香气

四溢，令人垂涎欲滴。前来体验采

摘乐趣的市民三五成群地拿起剪

子、拎着小筐，漫步其中，尽情体验

采摘乐趣。经过仔细挑选，一个个

乐呵呵地拎着几筐心仪的葡萄走出

棚室，经过称重、装箱、交钱，满载着

甜甜的葡萄尽兴而归。

该葡萄园的主人许琴说：“我们

坚持让葡萄自然成熟，不施用化肥

和农药，不打催熟剂、除草剂，保证

葡萄爽甜可口，吃起来口感、味道更

好。为保证品相和品质，葡萄上市

前，我们提前把坏果都剔除掉。”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

的富。由于管护需要大量人手，葡

萄园还带动了村里群众就业。平时

有3~5人，主要负责剪枝、施肥、疏

果、补种套袋、绑枝、除草等工作。

到了采摘季，每天需要工人近 20

人。

据许琴介绍，采摘园种植了

100亩葡萄，一共有6个品种，盛果

期亩产达1500公斤，每年的7月上

旬到10月中旬进入采摘期，经济效

益可观。

日前，尉氏县十八里镇武家村永献种植合作社的工人们正在分拣辣椒进行外销。近年来，尉氏县通过产业带动、村集体土地流
转等，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辣椒种植，鼓励、支持村民参与辣椒种植和精深加工，火红的尉氏辣椒远销全国各地，辣椒已成为尉氏县重
要产业之一。 李新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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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成熟挂满藤
游客体验采摘乐

汝南县 大葱未收订单到 产业发展“钱”景好

叶县邓李乡 5万亩花生丰收 规模化种植节本增效

辣椒迎丰收 奏响椒椒响曲

本报讯“听说发展桑蚕项目，政府

很支持，立马协调 3个乡镇各‘拿出’

500亩试点，让我们吃了定心丸！”9月

21日，回想起2019年 4月回乡之初当

地政府的支持，嵩县洛阳阡陌桑田农旅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楚小莉仍十分激

动。

政府的支持，让企业发展顺风顺

水。阡陌桑田采用“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辐射带动7个乡镇1345户

群众，种植面积达 2 万亩，亩均收益

4000元，成为河南省蚕桑种植第一大

户。楚小莉说，下一步将发展乡村特色

游，打造蚕桑研学营地，通过桑果采摘、

桑芽菜采摘、丝绸DIY等体验，吸引城

里人游玩。

近年，嵩县立足资源禀赋“盘家

底”，积极包装推介项目“引贤归”，依托

“林药烟牧菌桑蚕”特色产业和乡村旅

游等优势资源，按照嵩北特色农业种植

区、嵩南康养生态度假区、中部休闲旅

游体验区、环湖观光游览区的县域布局

和功能定位，深度做好产业谋划和项目

包装，突出“可行性”“投资点”和“收益

点”，着力挖掘、推介了一批绿色生态、

具有潜力的优势项目。

嵩县立足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发展

了加工销售、生物医药类项目；围绕传

统农业和畜牧业，发展了特色种养类项

目；针对特色农产品，通过线上线下，发

展了深加工和电商物流项目；结合“一

乡一特”生态资源，发展了休闲旅游、精

品民宿等生态康养项目。通过深度谋

划、包装推介和精心培育，让优势资源

项目“等乡贤”“引乡贤”，实现了“大项

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遍地开花”。

城关镇叶岭村乡贤董广聚，看中的

是县里的好政策，才决定带领群众发展

丹参的。嵩县对1000亩以上的丹参基

地，将注入整合资金60万元作为产业

发展基金；运营过程中，对种植效果好、

带动作用明显、经过验收认定合格的，

再给每亩500元以上的产业奖补资金。

去年，董广聚主导成立了民源种植

专业合作社，筹资 40 万元，采取“公

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流转

1076亩土地，打造高标准千亩丹参种

植基地。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四三

二一”“叶岭模式”运营模式。

据了解，继去年推介200多个项目

的基础上，嵩县今年新谋划包装重点项

目179个，涉及特色种养、文旅文创、精

品民宿、电商物流等领域。全县新增

720人返乡，领办各类经济实体 2363

个，完成投资 13.3 亿元，带动 9.9 万人

就业。 （许金安吕小伟）

嵩县 乡贤回归增活力 乡村振兴添动能
9月26日，新蔡县陈店镇展庄村村民在高粱地察看红高粱长势，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眼下，该镇5000多亩红高粱长势喜人，即将进入收获季。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宋超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