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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记者 张莹黄华

忙完秋粮，种上冬小麦，汝南县常兴镇

西王庄村31岁的王子明和他的小伙伴开着

拖车，拉上秸秆打捆机，来到东北。2022年

12月 26日，他给记者发来信息：我在哈尔

滨市呼兰区，正在进行玉米秸秆打捆作业。

王子明是汝南县种粮大户，一名职业种

田人。他经营着自己的家庭农场——绿优

家庭农场，流转耕地8350亩，进行全程机械

化生产。此外，全程托管乡邻的耕地2万余

亩，为5万余亩耕地提供土地深耕、打药施

肥、秸秆打捆等农业社会化服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王子明就是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

典范，他是汝南县中小农户种粮的“主心

骨”。

改变传统科技种粮
2012年，王子明大学毕业后回到驻马

店市开餐馆、卖啤酒，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

桶金。

“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干农业也能淘

到金！”2014年，王子明敏锐地察觉到现代

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大趋势，毅然

回到汝南老家，先后创办绿优家庭农场和顺

泰农机合作社，集试验、示范、栽培、生产、推

广、服务于一体，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汝南是我省粮食主产区，有种植小麦、

玉米、大豆、花生的传统。“改变一家一户的

传统种植模式，规模种植才有规模效益！”一

上来，王子明就流转土地1000多亩，用来种

植小麦和花生。

“种地不用学，别人咋着咱咋着。”王子

明种田按老套路出牌，由于种植技术落后、

机械化程度低、缺乏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模

式，加上当年夏花生在成熟收获时雨水较

多，500多亩花生有经济价值的不足四分之

一，当季损失100多万元。

要想富口袋，须先富脑袋。王子明一头

扎进农业技术的海洋里，看书籍，查资料，搜

网络，到农业科研部门拜师取经……

为提高小麦产量质量，他从省市农业技

术部门引进筛选适合的优质小麦品种，摸索

创新科学种田管理模式。他一改传统密集

条播的方法，采用小麦宽幅精量播种方法，

有利于小麦根系发达；他改变传统的施肥一

炮轰方法，采用科学的测土配方施肥；汝南

县土壤呈弱酸性，他率先采用秸秆还田、土

地深耕技术进行改良。

在他的推动下，花生机械单粒播种技

术、秸秆还田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病虫害绿

色防控技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等

农业新技术得以推广，吸引周边小农户前往

农场观摩学习。

农场的小麦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连

年提高：2021年，1450余亩小麦平均单产

1200斤；2022年，2700余亩小麦平均单产

1280斤，产量收益创历年新高。

带动小农户多种粮
“王子明种这么多地，产量这么高，技术

就是好，不服不行！他是我们这些农户的主

心骨！”三桥镇殷店村庞庄组组长商铁军种

地就服王子明。

商铁军把自家11亩耕地流转给了王子

明。“一亩地一年租金800元，不忙时还能到

农场打工，打药、施肥、补种等，每天挣工费

200元左右。”

“土地流转出去还能外出打工，现在村

里约一半人外出打工挣钱。”商铁军说。

2022年，王子明全程托管常兴镇、三桥

镇几百户中小农户2万余亩耕地，农场吸纳

1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劳务收入3万多元。

2019 年，王子明成立顺泰农机合作

社。他投资2000万元，购买自走式打药机、

秸秆打捆机、大型喷灌设备、花生收获机、摘

果机等先进农业机械。

农业全程机械化让种地更加轻松高效，

让绿优农场有了靠种地赚钱的底气。目前，

农场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达5万余亩；

辐射带动周边中小农户种植优质小麦 2.2

万多亩，亩均增收105元，30余农户靠种粮

致富；106户种植订单小麦3160多亩，亩均

增收186元；到黑龙江、甘肃、安徽等地打捆

作业，一年赚回800万元。

种粮大户的小目标
“现在流转分散土地比较容易，集中连

片较难，特别是今年，小麦、玉米价格上涨

后，一些农户不愿意流转土地。”王子明说，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租地资金上涨等成本

增加，种粮效益总体比较低。”

常兴镇、三桥镇连年单一种植，大量农

药、化肥的使用，使土壤板结酸化严重，土壤

带菌严重，特别是化学除草剂的大剂量使

用，造成恶性杂草难以根除。

“干农业真的是太难了！国家越来越重

视粮食生产，希望惠农政策继续向种粮倾

斜，让大家种粮更有赚头！”王子明说。

种粮让王子明痛并快乐着：“看到粮食

连年丰收、秸秆被回收利用、大家种粮收入

提高、手中的饭碗越端越稳，我就有一种成

就感！”

近年来，绿优家庭农场先后获得省级优秀

家庭农场、市级优秀示范家庭农场等荣誉称

号，王子明被评为全国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

“扩大种植面积，争取流转土地超过1万

亩！”新年来临，王子明确立了种粮小目标。

他表示，要继续提高种粮的科技水平，带领

汝南的中小农户种好粮多种粮共同富裕！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杨柳

“胜利，我是许昌的小曹，猪肉再要30斤，900元已

转你微信上了，后天中午去取。”“胜利，我是郑州的，微

信名叫中原明珠，预订的50斤猪肉、10斤土蜂蜜、20斤

玉米糁，准备好了微信我。”2022年12月28日一大早，

正忙着杀猪的鲁山县尧山镇营盘沟村脱贫户静胜利的

手机响个不停。

“今天杀了三头猪，一头猪净肉有180来斤，9个客

户要的肉和其他物资，我都准备好了，来了直接拉走不

耽误事。”47岁的静胜利高兴地说。

以前，静胜利因缺乏技术、母亲多病造成经济困

难，2017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针对静胜利的

家庭情况，帮扶人对他进行了精准帮扶：参加技能培

训，科技人员跟踪指导，静胜利掌握了土猪、土蜂养殖

等技术，同时还学会了网上销售。

靠着勤劳朴实，静胜利养殖的土猪肉、土蜂蜜一上

市，就受到客户的青睐，一年净收入达5万多元。2019

年，静胜利家稳定脱贫。

此后，静胜利每年养殖生猪20头，生产土蜂蜜30

箱，种植玉米、绿豆等农作物10亩。生猪养殖全部使

用山里的玉米、红薯和豆秆等。每年秋收后，静胜利把

自己种的粮食晒干，精心储存，土蜂蜜也在此时收割，

用玻璃瓶装好储存，准备春节期间销售给他的老主顾

们。

“每年腊月初八前后开始杀猪，一年销售4000多

斤猪肉，加上储存的土蜂蜜、玉米、绿豆等，根本不够

卖。”静胜利介绍道，为此，这两年，随着客户逐渐增多，

市场需求增大，静胜利和乡邻们约定好合作生产，6户

实行联合种植、养殖，按照“统一标准、统一生产、统一

销售”的模式，如今静胜利的年收入增至6万元。

“过完年，我会再多养三五头土猪，其他物资也争

取多储备一些，自己致富的同时带动乡亲们挣更多的

钱。”静胜利说。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孙书贤吴帅钢

2022年 12月 28日，郏县薛店镇太朴寨村兄弟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车间里，经过自动淘洗的胡萝卜

色泽鲜亮，顺着流水线经过分拣、装袋、过秤、包装后装

车外销。“年底了，胡萝卜市场需求量大增，每天不停地

加工，还是供不应求。”公司负责人李勇选高兴地说。

据了解，李勇选早年在海南省三亚市做蔬菜批发

生意，多年的销售经验让他感受到胡萝卜种植大有可

为，于是在三亚市建了一个780多亩的优质胡萝卜种

植基地。随后，他又在内蒙古、河北、福建等地建了优

质胡萝卜种植基地，目前总面积达4000多亩。

后来，李勇选带领技术员回到太朴寨村，培育出了

适合当地种植的胡萝卜品种。目前，他在郏县发展胡

萝卜种植基地500多亩，亩均产量9000公斤，亩均产

值4.5万元。

李勇选注册成立了郏县兄弟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在太朴寨村建设了3座冷库，引进自动化清洗流水

线设备，安排40多名乡亲就业。现在，他在山东、内蒙

古、河北种出的胡萝卜，都运回郏县清洗加工，年加工

胡萝卜1.5万余吨。

除了郏县，李勇选还在山东省寿光市、河北省永清

县建立了胡萝卜清洗、分选、包装、冷藏生产链，4座冷

库的储存量超过2300吨。

如今，李勇选的胡萝卜不但销往郑州、石家庄、北

京等地，还出口到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

家。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张瑞敏曹建松

“大姐，麻烦发个位置，我来城区送货了，把粉条给

您捎过去……”2022年 12月 26日一大早，长葛市大周

镇新魏庄村村民魏大伟就忙了起来。

农历十二月是魏大伟春节前最忙碌的一段时间，

每天不停地装货、送货、发物流……

43岁的魏大伟祖辈都是农民，不甘于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他，和大多数村民一样，靠着大周镇全国“城市

矿产”示范基地的光环，做过几年有色金属生意。但随

着淘汰落后产能，他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航向。

“小时候经常看父亲做粉条，村里或邻村做粉条，

也都经常请父亲去当师傅。为什么不试试粉条制作

呢？一来传承了父亲的老手艺，二来也增加了自己的

收入。”深思熟虑之后，魏大伟于2020年购买了3万斤

优质红薯开始从事粉条加工，想不到一个月不到，他家

的粉条就销售一空。

小试牛刀取得了成功，给了魏大伟坚定走下去的

信心。2021年，他购买了8万斤红薯，加工的粉条依然

供不应求。2022年，他又把红薯总量增加到了 12万

斤。“这两天就扫尾了，销售不是问题，除了在本地销

售，还发物流外销，很多都是老客户介绍的。”魏大伟

说。

红薯全身都是宝，特别是其深加工产品粉芡、粉

条、凉粉、焖子等更是百姓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在

魏大伟的帮助和带领下，村里陆陆续续有农户加入到

传统粉条和相关系列农产品的加工制作中来，这也正

应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听党话跟党走，幸福日

子咱都有！

“刚刚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做好‘土

特产’文章。”魏大伟表示，一定把传统粉条制作这个老

手艺传承好，为百姓提供纯正放心的农产品。

鲁山县静胜利
订单式种养 旱涝都保收

郏县李勇选
种植胡萝卜 种出“国际范”

长葛市魏大伟
传承老手艺 制成“金银丝”

汝南县职业种田人王子明

中小农户种粮的“主心骨”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廖涛王修文

2022年 12月 28日，南召县城郊乡舒心

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艾制品加工车间里，

几十名当地群众正在操作机器卷制艾条，一

根根拇指粗的艾条源源不断地从机器里生产

出来。

“这批订单，2023年元旦前要发往广州市

的大型社区康养机构。我们精选三年以上的

陈艾提取上好的艾绒，制成高品质的艾条，这

些产品火力温和、渗透力强，希望能受到广大

客户的青睐。”南阳市人大代表、舒心生态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单慧军在艾制品加工

车间抽检产品质量时介绍说。

2017年，单慧军在贾沟村流转土地1100

亩，建立了集艾草规模化种植加工于一体的舒

心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党

支部+农户”的模式，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单慧军建立了占地面积800多亩的艾草种植基

地，辐射带动周边6个村从事艾草种植，与贾沟

村30余户脱贫户签订艾草种植协议。公司负

责种苗提供、技术指导，并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

回收，最大限度维护了农户利益，同时带动周边

群众进厂务工，人均年增收4万多元。

艾制品加工车间的谭亚清，家住城郊乡

贾沟村。2016年，她在家务农、操持家务，既

要照顾生病的老人，又要抚育襁褓中的孩子，

仅靠丈夫张小兵在外务工的微薄收入支撑家

庭。手头紧时，她连孩子的奶粉钱都没有。

在单慧军的帮助下，谭亚清与丈夫张小兵陆

续到艾条加工车间务工。

谭亚清和张小兵两口，可以说是与“艾”

结缘、因“艾”翻身。谭亚清从学徒干起，迅速

成为技术骨干，被提拔为艾制品加工车间主

任。张小兵进入公司仅半年，就摸索出了艾

制品加工的各项工艺，被任命为主管艾制品

加工的副厂长。如今，靠着艾草加工产业，他

们在县城购买了商品房，去年公司奖励了他

们一辆汽车，夫妻俩成了一对人人羡慕的“致

富明星”。

在公司的产品展厅里，陈列着各种规格

的艾条、艾草精油、艾足浴包、艾护腰、艾叶茶

等系列艾产品，还有新设计的艾葫芦、艾头

枕、养生调理套装等60多种艾灸器具。这些

产品，畅销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宁波等地，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年销售额 5000 万

元，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依靠艾草种植加工

增收致富。

公司艾制品的畅销，得益于南召县优越

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该县艾草种植、加

工及应用的历史悠久，当地种植的艾草出

绒率和有效成分含量较高。目前，该县艾

草种植面积3600余亩，野生艾草面积5万

余亩，年产艾草 6万余吨，每年加工 2万

吨，产值1.8亿元。

作为南阳市人大代表、南召县艾草

产业的领军人物，单慧军瞄准艾草产业

发展前沿，引领艾草产业成为强县富民

的特色优势产业。2019年，单慧军投

入1000万元建设该县首家GMP标准

万级净化无尘车间，引入先进全自动

化设备54台；与天津工业大学实验室

合作，取得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

利9项。2022年，单慧军与北京中医

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联合研究院开

展科技研发，成立京师北中——医

之草道地药材研究中心，建设 4栋

标准化生产车间，1200平方米万级

净化车间，推动中医药产业转型升

级和创新实践，促进艾草加工技术

领跑行业。

5年来，单慧军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在她的带动下，一株株

小小的艾草已经成长为南召县

山 区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的“ 黄 金

叶”。“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要

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发挥行业

特长助力乡村振兴，以科技创

新赋能艾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让南召艾草增加‘含金量’，让

群众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让消费者享受到质优价实的

产品。”单慧军满怀信心地

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南召县艾产业带头人单慧军

让家乡艾草更有“含金量”
禹州市杨园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志刚

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潘高锋

2022 年 12月 28日，在

冬日暖阳里，记者顺着禹州

市梁北镇新铺的沥青道路一

路向西，进入杨园村，油坊

飘出来的油香味、整修一新

的小广场、干净整洁的农家

庭院……文化栏中的故事讲

述着杨园村的历史，街道两旁

的文化墙呈现着杨园村崭新的

风俗面貌。

“广场修好了，再也不用闻

臭气了，农闲的时候还可以在广

场上锻炼身体、跳广场舞，小日

子越过越好还得感谢王书记！”正

在广场上锻炼身体的杨大妈高兴

地说。

杨大妈口中的王书记，指的是

禹州市机关事务中心驻杨园村第

一书记王志刚。杨园村位于禹州

市梁北镇西部，全村 297 户 1128

人，辖三个村民组，有 31 名党员。

该村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发展相对

较慢，集体经济薄弱，随着驻村第一

书记王志刚的到来，杨园村发展再一

次迎来新机。

2022年 6月，王志刚到杨园村驻

村后，每天走进田间地头看实情、进家

入户摸家底，了解村里的村情民意，针

对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进行帮扶慰

问，谋划着如何因地制宜帮助村民过上

更好生活、杨园实现美丽蜕变。“驻村不

仅是身驻，更要心驻。”王志刚说。

在走访过程中，王志刚发现杨园村

集体经济薄弱，仅靠闲置的村小学收取

1.5万元的租赁费。他就召集村“两委”

干部、村民代表召开会议，多次商讨村集

体经济发展思路。在多方考察学习、征求

村民建议后，决定村集体提供场院，盘活

闲置的房屋，吸引榨油技术能手回村创业，

通过合作分成的方式，筹资50万元成立了

杨园油坊。目前，已购置分离机、油罐、菜

油机等榨油设备，年产小磨油、菜油 3万

斤，年产值210万元，村集体收入可增加到

5万元。

为让村集体收入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王志刚和村“两委”摸索出“快慢结合”的经

济增长新模式。“快”以产生效益快、投资

小、有经验的小磨油、菜籽油加工为主导，

让村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效益；“慢”以种植

前景好、见效慢的花椒种植为龙头，规划流

转 500亩土地种植花椒，目前已种植 100

余亩。

在村里，王志刚经常会遇到各种棘手

的事，但他总会与村“两委”干部进行商议，

按照轻重缓急来统筹解决这些问题。这使

得驻村工作在群众中更有亲和力和信任

度，村民有问题也会第一时间反映到村里，

村风民情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这条命是王书记和村‘两委’干部

帮我捡回来的。”杨园村82岁的老人刘文

田提起王志刚，满是感激地说。前段时间，

刘文田不小心掉到了沟里，由于年纪大，自

己一直起不来。王志刚和村“两委”干部把

他送到了村卫生室，对身体进行了全面检

查，对伤口进行了包扎。

在走访中，王志刚了解到，杨园村一组

有个垃圾场，堆满了生活垃圾，一到夏天就

蝇蚊乱飞、臭气熏天，居住在附近的村民意

见很大。在了解到村民的诉求后，王志刚

和村“两委”干部向上争取资金10万元，修

建了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文化广场，

安装了路灯和健身器材。

王志刚表示，杨园村目前已形成“1+

5”的战斗堡垒，通过“驻村第一书记+村

‘两委’干部”的强大合力和“五星”支部创

建工作，摘掉了软弱涣散村的帽子，杨园

村将以新思路、新产业带动村集体经济和

农民收入的双提升，让杨园更美、村民更

富。

2022年12月30日，内黄
县党员干部高磊和农民董海燕
正在通过直播展示、销售内黄
特色农产品。近年来，该县积
极培育电商产业人才，搭建起
“县有中心、乡有站、村村都有
直播员”的农村电商直播服务
体系。 翟书生王军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