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2日，赵村农民张二成在收获巨峰葡萄。深秋时节，汝阳县小店镇处处瓜果飘香，一派丰收的景象，农民们满怀希望地在
收获葡萄、柿子、黄金梨、无花果等水果，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淳朴的脸庞上，特色产业加快了全镇乡村产业振兴的步伐。康红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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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农业
瞄准新型农业服务

1976年出生的马东雷，2009年投

身项目工程，凭着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2018年年初，他

却扑进了田地里，和农户打起了交道。

马东雷认为，做好现代农业服务，

是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也是值得用一辈

子精力干下去的事业。

马东雷深知田地里边门道深，没有

两把刷子，不可能在这一行走得长远。

为此，马东雷走访了许多农户和企

业，学经验、看门道。

走访下来，马东雷感觉有些吃力，

特别是了解到许多小农户、种地大户，

种子选不好、化肥成本高、机械化受限

制，就算丰收了，夏收遇雨、粮食无地晾

晒、无法储存等都是大问题。

面对这一现象，马东雷灵机一动：

“做好粮食全产业链服务，或许是未来

的发展方向。”

于是，马东雷在 2018年返乡创办

了农利多公司。

深耕服务
全程现代化被称赞

为解决粮食烘干和储存问题，公司

建成了现代化、标准化的粮食加工储备

仓库，占地1600平方米，库容5000吨；

购买了一台日加工能力300吨的大型

自动烘干塔。

此外，还购买了拖拉机、轮式装载

机、卷盘式喷灌机、收割机、植保无人

机、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等设备。

依托公司设备齐全及仓储设施完

善，马东雷在2020年启动了“全程托管

降风险订单收购促增收”项目，与农户

签订全程托管合同，开展耕、种、管、收

一条龙服务。

项目实施后，农户无需预先付款，

便可享受到公司提供的优质高产麦

种、品牌农药化肥等农资产品；得到病

虫害防治、农机飞防作业等技术支持；

享受到收割、运输、烘干、仓储等服

务。待整个服务周期结束后，再进行

结算。这种“先服务后付费”的经营模

式，解决了农户资金周转难、银行贷款

难的问题。

“这项服务特别好，为我们解决了

大问题！同时，马总还会以高于市场的

价格帮我们卖出去，真是让我们省心又

省钱。”种粮大户杨先生说。

马东雷介绍说，与自己管理的农户

相比，全程托管的农户省时省工省力，

还提高了产量，每亩减少了45元的成

本，却增加了125元的收入。

自项目启动，马东雷的公司每年全

程托管小麦 2万余亩，订单回收小麦、

玉米 3 万余亩，年烘干粮食 5000 余

吨 。 2019 年 至 2021 年 ，销 售 收 入

3750.85万元。

着眼长远
誓保粮食颗粒归仓

近年来，马东雷的公司先后被评为

“优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市重点龙头

企业”，马东雷个人也成为2022年度全

国“百优保供先锋”人选。

该公司还定期开办农业技术培训

班，培训无人植保机“飞手”，讲解农作

物田间管理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方法。

2021年，济源农业农村局农广校在

农利多公司挂牌设立“农民田间学校”，

开办高素质农民粮食种植专业培训班。

为回馈社会，农利多公司积极参与

和配合疫情防控、病毒消杀，出钱出力，

勇担社会责任。去年七月，还为粮食被

淹的农户，提供了粮食烘干服务，十天

时间紧急烘干粮食500余吨。

为解决种粮大户粮食储存问题，确

保粮食颗粒归仓，马东雷决定今年再建

设一座储粮仓，用于储存粮食。

“同时，我们公司还将充分利用大

数据，利用现代化科技力量，更科学地

为农户提供服务。”马东雷介绍，济源的

农业数字化平台，将落地公司，这一举

措将为农户发展提供更坚强的保障。

对于未来，马东雷充满信心。他

知道，“智慧农业”时代已经到来，他将

继续以保障粮食稳产增收为责任，继

续为种粮大户开展耕、种、管、收一条

龙服务，同时加快构建和完善现代农

业服务体系，拉长产业链条，扩大粮食

贸易，向粮食加工和销售领域大胆探

索，实施品牌战略，带动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曹相飞孙立乾朱向晖

9月 16日，天刚蒙蒙亮，村庄还未

从沉睡中醒来。

邓州市汲滩镇刁堤村驻村第一书

记王钊睡得正香，一阵急促的手机铃

声骤然响起，王钊抓起手机接听。电

话里边传来了驻村工作队队员海松峰

焦急的声音：“王书记，俺跑遍了邓州

市区六个大型超市，咱村的葡萄人家

只要了一成，剩下的葡萄卖不出去咋

办啊！”

怕啥来啥。今年35岁的王钊，昨

天还在为十几户脱贫户的葡萄卖不出

去而发愁，海松峰就是他派往邓州市

区大型超市销售葡萄的。得知这个

消息，王钊的心顿时揪了起来，对电话

另一端海松峰说：“不要急，你去南阳

市区的水果批发市场转转，也许会有

转机。”

放下手机，王钊骑上电动车，来到

了杨庄村，找到了该村驻村第一书记

翟潜。翟潜和王钊一样，都是由邓州

市人社局选派到汲滩镇驻村的，两人

既是同事又是好搭档。王钊本想搭

杨庄村葡萄销售的顺风车，把刁堤村

的葡萄卖了，没承想翟潜和杨庄村党

支部书记杨星坤也在为葡萄销路问题

着急。

仨人一合计，翟潜便拨通了镇人

大主席高红文的电话。电话里，高红

文爽快地说：“镇里正在联系客商来收

购葡萄，另外，我再发动全镇人大代表

购买一些。”

一语惊醒梦中人，何不发动爱心

购买活动呢？翟潜、王钊当即驱车直

奔邓州市人社局说明情况。不久，在

邓州市人社局局长刘小莉的支持下，

他们向局里的干部职工发出了“采购

一箱葡萄，献出一份爱心”的倡议。

几天下来，汲滩镇党员干部、人大

代表和邓州市人社局干部职工争相购

买，刁堤村的葡萄再也不愁卖了，仅脱

贫户刁良涛一家就卖出5000多斤。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张成亮陈远志

9月 23日，秋分时节。泌阳县赊

湾镇董岗村村民胡定贤的养殖场内，

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声，牛儿或在悠闲

散步，或眯着眼睛躺在地上。

“养牛可是个技术活，要让它们

吃好、睡好、不生病。你瞧，音乐一放

起来，它们还挺享受！”胡定贤的妻子

孙红梅一边清理牛舍一边笑着说。

胡定贤和孙红梅今年都是40岁，

2008年夫妻俩辞去了在深圳的工作，

返回家乡从事肉牛养殖。

起初，由于资金不足，修牛舍、喂

饲料、除粪便这些活，基本上都是胡

定贤和孙红梅夫妻俩干。“这不算啥，

最多吃点苦、受点累。”胡定贤说，“真

正让人揪心的，是因为没技术、不懂

行造成的损失。”

胡定贤痛定思痛，下决心要掌握

肉牛养殖的门道儿。他勤学好问，逐

步总结出一套科学有效的肉牛养殖

技术，成了一个“牛”专家。

“从喂养、饮水到牛舍卫生，各个

环节都要严格把关，此外还要定期做

好防疫。”胡定贤说。同时，他还采用

了“秸秆养牛—牛粪还田”的模式，实

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目前，夫妻俩的养殖场存栏 100

余头肉牛，年均收入30万元以上。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

在自己致富的同时，胡定贤还积极帮

助周边群众解决肉牛养殖方面的难

题，带动他们共同致富。

如今，董岗村已有10余户村民在

胡定贤的带领下，走上了养牛致富的

道路。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叶全花

9月 18日，在鲁山县观音寺乡西

陈庄村王海伟和石盈盈家的展示柜

上，纯蜂蜜、姜枣蜂蜜、蜂蜜炒芝麻、

蜂蜜皂等产品琳琅满目。39岁的石

盈盈正在网上推介蜂蜜系列产品。

西陈庄村位于鲁山县西北部的

大山里，当地群众有驯化、饲养野山

蜂的习惯。十五年前，一些野山蜂飞

到王海伟和石盈盈家筑巢落户，夫妻

俩收留了它们并进行繁育。

“刚开始只是养着玩，没想到越养

越多，如今中华蜂、野山蜂已有200多

箱。”王海伟说。“蜂蜜多了，自家吃不

完，就想外销一些。”石盈盈接过话。

2014年 11月，石盈盈开始在朋

友圈宣传自家蜂蜜。“微信好友都说

山里的蜂蜜纯天然，争相购买，还帮

我转发推介，没想到一个月就卖了

8000元。”石盈盈说。

2015 年，石盈盈注册了营业执

照、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扩大养蜂

规模，多次参加鲁山县商务部门举办

的电商培训，开始向电商渠道发展。

“听村里老人说，吃蜂蜜炒黑芝

麻能治咳嗽，我就试着做了些在朋友

圈销售，没想到很受欢迎，这给了我

很大的启发。”石盈盈说，“此后，又陆

续推出了姜枣蜂蜜、柚子蜂蜜、蜂蜡

润唇膏等系列产品。”

“目前，我的微信好友有5048人，

大部分都是购买我家蜂蜜认识的，产

品也都是朋友们口口相传销售出去

的，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石盈盈

说，如今一年销售额有80多万元。

据了解，下一步，夫妻俩准备建

一个民宿和蜜蜂博物馆，让游客参观

蜜蜂采蜜、酿蜜的全过程。此外，他

们还准备推出“认领”养蜂模式，让游

客体验养蜂、吃蜜的快乐。

济源马东雷返乡学技术变身新农人

用科技“浇灌”希望的田野
□本报记者 黄红立 文/图

秋高气爽，又到了收获季。

在位于济源高速东站口南侧

的河南农利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马东雷正带领员工一起加

固仓库主体墙。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两万

多亩玉米将在这里烘干储藏，如果

不加固，担心主体墙承受不了。”马

东雷对记者说。

邓州市汲滩镇

驻村好搭档
当起卖货郎

鲁山县石盈盈

驯养野山蜂“酿”出好日子

□本报记者 李晓辉 通讯员 田利明

秋高气爽，在新安县南李村镇仙桃

村的山脚下，一轮蓝月跳跃而出，点点

“星光”洒满绿地，成为乡野间最靓丽的

美景。这一幅乡村画卷是王新返乡创

业的有力见证，也是他实现人生梦想、

振兴乡村的起点。

今年36岁的王新是南李村镇仙桃

村幕野星空主题餐饮俱乐部的当家

人。谈起返乡创业的动机，王新记忆

犹新。早年间，王新在外闯荡，从事最

多的就是餐饮、旅游等行业。2021年

年底，当得知洛阳市出台了乡贤返乡

创业政策时，王新认为南李村镇的旅

游业态还比较传统，农旅融合还处于

萌新阶段，很多旅游资源有待开发，特

别是乡村旅游资源还可以深度挖掘，

于是，在经过慎重考虑后，他决定返乡

创业。“后疫情时代，很多人不能远行，

如何让他们在家门口也玩得开心呢？

独具特色的旅游营地游无疑成为‘新

宠’，这也成为我创业的一个契机。”9

月 25日，在营地忙碌着招呼客人的王

新说。

位于郁山森林公园脚下的仙桃村，

青山环绕、绿树成荫、空气清新，距离新

安县城4公里，地理位置优越，是开发营

地的不二之选。王新初次来到仙桃村

见到营地所在地，就被它的美征服了。

说干就干，从 2022年 3月开工建

设至今，半年时间，幕野星空主题餐饮

俱乐部成了山野里的“乡村绿洲”，草坪

区、亲子牧场、拓展游乐区、月亮秋千等

7个区域，不仅可以露营还可以承接团

建、年会、婚礼等多样活动，“营地+活

动”的模式备受群众青睐。

“下一步，我们准备将中国农耕文

化的二十四节气植入到活动中，建设小

动物乐园，邀请小朋友来参与，让更多

的市民有机会深入乡村，在游玩中了解

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和村委、农

户多对接沟通，通过租地、聘用农户务

工等形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群众

收入。”谈起未来，王新对于自己的创业

规划信心满满。

看着如今现代化的营地，很难想

象，曾经这里是一片闲散荒地。“从0到

1，我们将一片荒地变成了营地，希望

通过营地的打造，能有效提高农村荒地

的利用率，发展乡村旅游，汇聚更多人

气，助力乡村振兴。”王新坚定地说。

□李振阳曾令菊

“我负责车间生产这一块儿，每月

工资1万元。特别感谢吕总。”9月 19

日，在商城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一家

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车间主任李明付

忙着查看机器运转和工人作业情况。

李明付说，从公司成立自己就在

这儿工作了，到现在已有近十年了。

他口中的吕总名叫吕祥荣，是商城县

人大代表、大明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3年 8月，在外打拼多年的吕

祥荣，响应当地政府号召，回到家乡创

办公司。她将“打造领先的电缆高新

技术企业”作为公司的发展战略，重点

研发低烟无卤、环保无毒、防火阻燃、

安全耐用的系列电缆产品。

如今，这家公司旗下的“卓明”品

牌电线电缆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电力

传输、交通、能源、石化等行业以及城

市建设等领域，畅销全国各地。

“公司年产值超过1亿元，员工人

数达50多人。”吕祥荣介绍说，公司很

注重产品的节能性、安全性、环保性和

可靠性，设有独立的研发和检测中心，

先后申请了多项专利。

十余年来，吕祥荣一直热心公益

事业，无论是为家乡修路、造林，还是

资助贫困学子、关爱孤寡老人，她都乐

善好施，热心尽力。目前，公司被评为

捐资助学爱心企业，吕祥荣本人也被

评为捐资助学爱心人士。

今年21岁的杨化东，是商城县鄢

岗镇周寨村人。刚刚大学毕业的他，

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家乡，来到大明

电缆有限公司工作。“高中三年、大学

四年，公司每年资助我1万元，整整资

助了7年。”杨化东说，“我选择加入公

司，既是感恩，也是看到了公司良好的

发展前景。我愿意与一个有社会担

当、有发展能力的公司共同进步，为回

馈家乡尽一份力。”

谈及未来，吕祥荣说，公司将继续

秉承“扎根家乡、回报社会、争创一流”

的理念，不断扩大公司规模、拓展销售

渠道、招收更多员工，积极参与各项公

益事业，为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

家的电力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安小伙王新在大山里建起旅游营地

“幕野星空”点亮山野

商城县吕祥荣 回乡创业 反哺家乡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青俊郜敏

“房顶修缮了，也有了电风扇、新

桌椅，孩子们可以安心读书了。”9月

19日，站在太康县板桥镇西张小学校

园里，听着学生们的琅琅读书声，邱

泉原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邱泉原是浙江温州人，2011年来

到太康务工，后来加入了壹家人公益

团，成为一名志愿者。10多年来，邱

泉原捐资助学、关爱生活困难的老人

和环卫工人，每月他都会从工资中拿

出2000元，走访慰问5户脱贫户。至

今，他已走访慰问了近700户群众。

西张小学始建于1985年，由于生

源少，学校后来变成了教学点。“虽然

俺学校是个教学点，但教学质量一点

都不比其他学校差。”说起学生的成

绩，校长张新航满脸自豪，他说，“去

年，全镇 23个小学六年级统考，700

名学生参加考试，第一名是俺学校的

学生，前十名的俺学校占了3个。”

可是，学校房子老旧，经常出现

屋外下雨、屋里漏雨的现象。去年10

月份，邱泉原到板桥镇走访慰问，看

到西张小学的情况，他决定出份力。

随后，他从务工积蓄中拿出近 10万

元，为西张小学粉刷墙壁、修缮房顶、

硬化地面。“教学环境变好了，学生们

学习的劲头更足了。”张新航说。

几天前，邱泉原了解到西张小学

还有一个班级的桌椅没有更换，并且

因为教室内没有电风扇，学生夏天上

课就像蒸桑拿。于是，邱泉原再次从

自己的务工积蓄中拿出 6000多元，

为学生购买了桌椅、电风扇。

9月19日上午，邱泉原将17张新

课桌和 8台电风扇送到西张小学，学

生们看到后欢呼雀跃，对他说：“叔

叔，我们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后，像您

一样奉献爱心、回报社会。”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董柏生

9月 14日，博爱县柏山镇上期城

村村民王军霞的女儿，在开学前特意

前去感谢多年来关心帮助自己一家

的博爱县关工委关爱工作团团长、趁

新加油站负责人刘趁新。

半个月前，听说王军霞的女儿考

上了大学，刘趁新特意带着米面油等

来到王军霞家，还给孩子带来了1000

元生活费，叮嘱她有困难随时给自己

打电话。

王军霞是独生女，因小儿麻痹导

致双腿残疾。2014年，她的丈夫意外

去世，第二年她的父亲也患病去世，

留下身有残疾的她和患病的母亲，领

着四个年幼的孩子艰难度日。在党

的政策关怀下，在刘趁新等爱心人士

的帮助下，王军霞家终于摆脱贫困。

关心帮助困难家庭、困难学生，

对刘趁新来说，是本分也是责任。自

2008年开始，她每年都从民政部门要

来需要救助的名单，每逢节日都要按

名单送去大礼包和现金。

同时，她积极投身精准扶贫、抗疫

抗洪等公益活动，资助举办近300期

道德讲堂，累计投入慈善资金240余

万元，其中有300余名留守儿童受益。

在招聘员工时，刘趁新总是优先

安置家庭困难、单亲家庭和下岗职工

的儿女，给需要筹集学费的学生提供

“暑期岗”，给刚走出校门的青年提供

了带薪“见习岗”等。十几年来，有100

余名青年学子在她的企业里历练。

10 多年来，刘趁新用心经营企

业，热心公益事业，先后荣获“创业女

性人物”“慈善之星”等称号。

“在多年的打拼中，我多次在政

府部门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渡过难

关。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奉献自己的

一份爱心，帮助身边的人解一时之

难。”刘趁新说。

太康县邱泉原

拿出务工积蓄
为乡村学校修房顶添桌椅

博爱县刘趁新

投入240万元
关心帮助困难家庭困难学生

泌阳县80后夫妇

养牛有劲头 致富有“犇”头

身边凡人也出彩彩

马东雷马东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