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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7 日清晨，

阳光拨开阴郁多日冷

寂的天空，把明亮的

温暖洒向山川。

上 午 10 时 46

分，汝州市陵头镇朱

沟村，在各方来宾和

围观乡亲的热切期盼

中，省信访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王彦君，与

汝州市复宋汝瓷公司

负责人王燕斌，揭开

了复宋汝瓷的“红盖

头”。大门深处，生产

车间一字排开的 0.3

至 1立方米 3座窑炉

开门迎宾，一件件天

青色汝瓷，恬静端坐。

朱沟是省信访局

对口帮扶村，地处陵

头镇 2022 年规划建

设的洗耳河乡村旅游

产业带。往远了说，

洗耳河乡村旅游产业

带有历史有故事，坐

落在汝州、登封两地

之间，沿汝河支流洗耳河河道铺展，史称

为嵩山小道的古驿道，诗人多称嵩山道，

汝州人称汝登古道。古道汝州段，汝州

人称北官道。相传巢许避让隐汝海，武

则天嵩山封禅，汝州孟郊游嵩山，苏辙汝

州派家兵祭拜嵩山，宋高宗南下续国祚

走的都是这条道。

2020年 3月，经省信访局党组遴选，

张志勇来到朱沟接任驻村第一书记，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工作中，继续加大对原有的石磨面

粉厂、食品厂、洁净煤场等项目支持力

度，同时依托汝州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和陵头镇打造洗耳河乡村旅游产业带的

远景规划，邀请汝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

会长尚自昌等文史学者进村考察指导，

最终与青年瓷人王燕斌达成了合作意

向，在朱沟村选址建厂开窑烧制汝瓷。

王燕斌今年 46岁，1998 年 21 岁那

年到当时的陵头乡余窑村长石粉厂工

作，在为汝瓷厂配送原料时被汝瓷深深

吸引，遂进入王一沙汝官窑研究所，师从

所长王振峰学习汝瓷研发和烧制技艺。

王振峰出生于1972年，是河南省陶

瓷艺术大师、汝瓷烧制技艺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汝州市陶瓷协会副秘书

长。其父王一沙是陶瓷研发工程师，曾

在汝州市工艺美术汝瓷厂工作，将毕生

心血贡献给了汝官瓷技术的研究、开发

与传承。受父亲影响，王振峰从小就喜

欢汝瓷文化，1998年和父亲创办王一沙

汝官窑研究所，与父亲研究攻克了汝官

瓷薄胎薄釉的难题，在汝官瓷釉色机理

的研制上有了新的突破，其作品多次荣

获各类大奖。

“带贫减贫机制：解决生产困难，减

少致贫、返贫风险。绩效目标：改善朱沟

村 群 众 收 益 。 监 督 电 话 ：12317、

0375-7036659”。在汝州市复宋汝瓷公

司大门里侧，立着一块银色的“省派第一

书记项目永久公示牌”，上面镌刻着资金

规模及来源、建设内容、建设工期、建设

单位及负责人等内容。

王燕斌说，按照合作协议要求，今后

10年，复宋汝瓷每年要为朱沟村集体分

红5万元，“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朱沟

村的发展和村民生活的做贡献，很有意

义。”

青年陶艺家、河南省陶瓷设计艺术

大师、汝州市汝瓷研究院院长赵俊璞，河

南省陶瓷艺术大师、高级工程师赵志强，

王振峰等，应邀参加揭牌仪式。

3月28日，阳光普照，气温回升，又是一

个好天气。

一大早，汝州市焦村镇靳村人毕会召和妻子

崔军品，就开始在投资百十万元新建的厂房里忙碌。

收尾工作忙完后，他们就要把桑叶茶炒制、蚕茧抽丝、桑

葚酒酿造等设备，从有100多亩地的蚕桑产业基地老厂房里搬

过来。“新厂在山汝线边上，交通更方便。”毕会召说，蚕丝被制作设备

也要搬过来，就在一楼产品展示大厅里。

毕会召今年51岁，2016年一次回家探亲时，得知村里和镇里请他的三哥、河南农业大学教

授毕会涛回乡调研，分析靳村的土质、气候，又请省蚕桑协会会长郑作运实地考察后，将发展果

桑、蚕桑种植、养殖业，作为靳村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并找寻“能人”作脱贫攻坚致富带头人的消

息，便立即找到汝州市司法局派驻靳村第一书记焦孟涛、村“两委”，表示愿意放弃在外的生意，回村

为父老乡亲脱贫致富做些工作。

“毕会召是合适的人选。”焦孟涛和村“两委”一致认为。2016年11月，毕会召牵头成立了河

南蓝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先期流转110亩土地，建设蚕桑产业基地。村“两委”也审时度势，根据

政策投资河南蓝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焦村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理念，确立了“南

桑北蜂中间果”的产业发展格局，不仅靳村，还有邢村等，在蚕桑种养业方面均有了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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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一个鸡蛋 1.2元，是真的吗？没错，

是真的！这个 1.2元一个的鸡蛋是靳村

人李非非、李亚瑞夫妇养殖的桑叶鸡下

的“虹枝源”桑叶蛋，商标所有人是汝州

市虹源实业有限公司。

桑叶蛋一炮打响，要回溯到2020年

9月25日在郑州举办的2020中国农民丰

收节扶贫产品展销及签约活动，汝州市选

送的焦村镇靳村蚕桑产业基地的系列产

品：桑叶茶、桑叶鸡蛋、桑叶变蛋、蚕丝被

等颇受追捧，展位上700个 1.2元一个的

桑叶鸡蛋，顷刻间被一扫而光。

桑叶鸡夏秋两季吃的是树上的鲜桑

叶，冬春吃的是拌在饲料中的干桑叶。

桑叶蛋蛋黄颜色深、蛋白黏度大，低胆固

醇、高卵磷脂。李亚瑞说，很多人在走亲

戚看朋友时，都要来买桑叶蛋当礼品，

“园子里现在有 2000多只鸡，每天能收

500到600个桑叶蛋。”

3月 24日上午，李亚瑞就给来买桑

叶蛋走亲戚的老张装了两箱 200个蛋。

老张是焦村镇王楼村人，他说，买奶和买

桑叶蛋价格差不多，但有人可能不喝奶，

鸡蛋好像很少有人说不吃。从李亚瑞笑

盈盈地拿着二维码收钱的模样可以判

断，桑叶蛋的生意一定不错。

李非非家的桑叶鸡养在24亩果桑林

下，桑葚也不采摘，都给鸡吃，冬季有2000

多只鸡，春天暖和以后会增加到 10000

只。李非非说，现在育雏棚里的10000只

鸡苗，十几天前买来时刚破壳，长成后少部

分卖掉，大部分放到桑林里去，“自己育雏

比买青年鸡每只成本低3元钱。”

桑树是中国的乡土树种桑树是中国的乡土树种，，桑叶既是桑叶既是

食品又是药品食品又是药品。。20122012年年，，由中国农业科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科研人员杂交选育专门用于替代草学院科研人员杂交选育专门用于替代草

本饲料的木本植物草本化本饲料的木本植物草本化———蛋白桑—蛋白桑，，

有着长得快有着长得快、、产量高产量高、、适应性广适应性广、、水土保水土保

持能力强等特点持能力强等特点。。

20182018年年 99月月 77日日，，沈国舫沈国舫、、任继周任继周、、

李文华等李文华等88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合发出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合发出

《《关于加快推进桑产业的建议关于加快推进桑产业的建议》。》。任继周任继周

这样评价蛋白桑这样评价蛋白桑：“：“应用蛋白桑养殖畜应用蛋白桑养殖畜

禽禽，，尤其在饲用效果上提高了动物免疫尤其在饲用效果上提高了动物免疫

力力，，降低了畜禽降低了畜禽、、淡水鱼类产品重金属残淡水鱼类产品重金属残

留留，，提高了营养价值提高了营养价值，，能够确保食品安能够确保食品安

全全。”。”毕会召说毕会召说：“：“俺这儿种的桑树俺这儿种的桑树，，除果除果

桑外其他都是蛋白桑桑外其他都是蛋白桑。”。”

在靳村李志强那里采访桑叶兔养殖在靳村李志强那里采访桑叶兔养殖

时时，，毕会召也介绍说毕会召也介绍说，，他的亲戚李红军他的亲戚李红军（（音音））

在王寨养了在王寨养了100100多只羊多只羊，，都是到他这里来都是到他这里来

拉桑叶拉桑叶、、桑树的嫩枝条和树皮上的沫沫回桑树的嫩枝条和树皮上的沫沫回

去给羊吃去给羊吃，，吃得羊连红薯也不吃了吃得羊连红薯也不吃了，，一只羊一只羊

也没死也没死，，别的养羊户就有死羊的别的养羊户就有死羊的。。前两天前两天，，

信阳过来一个老板要和他合作信阳过来一个老板要和他合作，，把桑叶和把桑叶和

桑树枝条制成颗粒饲料桑树枝条制成颗粒饲料，，卖给养殖户喂鱼卖给养殖户喂鱼。。

33月月2929日日，，焦孟涛再次发来信息说焦孟涛再次发来信息说，，

靳村将进一步拉长蚕桑产品产业链靳村将进一步拉长蚕桑产品产业链，，投投

资资5050万元建设蚕桑产品休闲餐厅万元建设蚕桑产品休闲餐厅，，以桑以桑

叶鸡叶鸡、、桑叶蛋桑叶蛋、、桑叶兔桑叶兔、、桑叶猪桑叶猪、、桑叶挂桑叶挂

面面，，以及果桑干红以及果桑干红、、果桑酒果桑酒、、果桑饮料果桑饮料、、果果

桑醋等系列产品桑醋等系列产品，，广迎八方客广迎八方客，，为乡村振为乡村振

兴打下良好的产业基础兴打下良好的产业基础。。

3月 24日，在焦村镇邢村旁的汝州

市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产业示范园里，魏

孟强说，前一天刚回来 1000多只鹅苗，

15元一只，都在育雏棚里，过了这几天后

放到桑林里长 75天，就可以卖了，价格

在十三四元一斤。额头上那个包，也就

是肉瘤，要大了，那就是老鹅，一斤的价

格在15元以上。

魏孟强今年 52 岁，曾在小屯镇养

鹅，多时在 10000只上下，去年年初，在

邢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宋建召的

游说下，与妻子娄新红到这里承包了20

多亩桑林养殖桑叶鹅。

自去年至今，魏孟强和娄新红一茬

一茬买，一茬一茬养成后再卖，经济效益

让两人感到满意。

魏孟强说，养鹅首先要做好防疫，

鹅苗在育雏棚里时，一定要控制好温

度，否则鹅苗的卵黄吸收不尽，不利于

生长。

说到为啥相中了邢村时，娄新红说，

桑树是个宝，对于鹅来说，鲜桑叶和粉碎

的嫩枝条是夏秋两季的好饲料，冬春季

的饲料里还可加入干桑叶，提高鹅的免

疫力，提高肉的品质。“你看大门这边的

牌子，把河南润豫农牧桑鹅养殖示范基

地发展好，就是俺俩的目标。”

“一年能出（繁育）7次到 8次，按一

只母兔一次出8只，300多只母兔一次能

出 2000 多只，中间再糟蹋（死亡）一点

儿，剩下的就2000只左右吧。”说起大棚

里养殖的桑叶兔，身高 1.8米多、面容俊

朗的李志强笑得合不拢嘴。

3月 26日，在蚕桑产业基地西边汝

州市旗怡阁家庭农场，李志强快人快语

打开了话匣子。虽然300多只母兔一年

的繁育将近 20000只，但他一个人能轻

轻松松完成，除了喂料用人工外，温控和

出粪等都是自动的。

李志强是个有心人，用他的话来说，

小时候不懂事，学没上成，在外边打工也

不赚钱，就专程到济源阳光兔业学习养

兔子。据济源阳光兔业官网介绍，阳光

兔业列河南省民营企业现代农业 100

强，2010 年建成河南省祖代种兔繁育

场，2013年成为河南省“肉兔产业化集

群”企业，2015年建成出口兔肉备案养

殖场，开展兔肉出口合作贸易；同时与法

国一家公司开展育种合作，是伊普吕种

兔在亚洲的代理。

在济源阳光兔业学习期间，李志强还

掌握了种兔繁育的人工授精技术，养殖的

“八点黑”种兔，繁育都是自己干。“八点

黑”是克里莫杂交选育品种——伊普吕种

兔四大品系中的一种，因嘴尖、耳尖等八

处为黑色而得名，有产仔多的特点。

李志强的桑叶兔经 70天左右长成

后，都卖到了南方，销路不愁。毕会召为

李志强算了一笔账，一个棚一年挣十五

六万元，那就考虑再增加一个棚。李志

强笑了，一个棚要投10万到 20万元，再

看看。

在靳村还有一家桑叶猪养殖户，目

前存栏 40多头，不巧的是，户主人毕锁

近期出门在外，但他在电话中说，情况还

不错。

走亲戚看朋友的首选桑叶蛋

300多只母兔一年创收十五六万元桑叶兔

养鹅户的大心思桑叶鹅

桑树全身是宝蛋白桑

魏孟强介绍他的桑叶鹅

李志强

桑叶鸡

桑叶兔

汝州虹源实业桑叶鸡场汝州虹源实业桑叶鸡场

李亚瑞为顾客分装桑叶鸡蛋

桑叶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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