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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玉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把产业做大做
强，做成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是乡村产业
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近年来，一些
县域积极探索实践，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
验，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不少典型样本。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补齐产业短板，打造

“小黄花大产业”，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打造
全产业链，实现马铃薯产业高质高效发展。
今年3月，这些经验分别入选农业农村部推
出的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大典型”。

云州区（原大同县）有着600多年的黄花
种植历史，被誉为中国黄花之乡，县域处于
最适宜植物生长的黄金纬度带内，地貌以盆
地平川为主，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独
特的地理、气候、土壤条件，适宜黄花生长，
产出的黄花品质也很高。但过去由于种植
规模小，产业链不健全，当地黄花产业的规
模效益并不高。

从2011年开始，云州区把黄花产业作

为主导产业来抓，通过设立种植补贴、改善
水利设施等措施，解决种植中的难题，引导
并鼓励农民种植黄花。短短几年时间，种植
面积由最初的3万亩发展到17万亩。与此
同时，云州区不断拓展黄花的精深加工，先
后开发了冰鲜、食品、文化、美容等9大类120
多种黄花产品，还依托现有的农业和景区资
源，建成了一批黄花采摘观光、健康养生等
景点，打造了20多个以黄花为媒的乡村旅游
点，实现了农业与生态旅游、文化康养等深
度融合。目前，云州区黄花的年产值已达7
亿元，当地农民人均增收5000元。

地处西北的定西安定区属于温带半湿
润和中温带半干旱区，日照充足，适宜马铃
薯种植。过去200多年，当地农民有种植马
铃薯的传统，但主要是自给自足，面积不大，
商品转化率也不高。从1996年开始，当地引
导农民扩大种植规模，由零散种植转向集中
连片种植，近年通过成立专业合作社，推广
脱毒种薯，加快产业发展。至2020年，全区
马铃薯面积达到100万亩以上，总产量达到

190万吨。
在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安定区构建了

产、加、销相衔接，贸工农一体化的马铃薯全
产业链发展体系，一方面通过培育马铃薯产
品商标，建立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扩大
鲜薯外销量；另一方面以主食化、精深化为
方向，拓展马铃薯加工业，使鲜薯年加工量
达到80万吨，占鲜薯年产总量近一半，大大
提高了产品附加值。2020年，当地鲜薯和马
铃薯制品销售收入达到38亿元，产业收入占
到全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马铃薯
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康薯”。

云州区和安定区的一个共同做法和经
验是，立足本地实际和资源禀赋，走出了一
条有特色的乡村产业发展之路。

云州区的黄花和安定区的马铃薯，都非
常适合在当地种植，当地农民都有一定的种
植技术和经验，扩大种植规模也轻车熟路，
不需要花时间从头学起，省去了许多试错成
本。更重要的是，其资源禀赋的特殊性和优
越性，决定了相关产品的品质更高、生产成

本更低，从而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市场竞
争力。事实上，“大同黄花”和“定安马铃薯”
成为全国驰名品牌，产品保持长期畅销，它
们的先天优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特色产业可以做多大，市场对产品的
需求是决定性因素。确定乡村产业发展项
目之前，详细的市场调研和科学评估是正
确决策的基础。黄花历来与蘑菇、木耳并
称为“素食三珍”，有较高的营养食用价
值。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食品的要求
越来越高，黄花的市场需求量在大幅增
长。马铃薯的食用价值高，以前只是人们
用来充饥的副食品，近年来，随着国家实施
主食加工提升行动，推动了马铃薯等主食
产品的开发，马铃薯的市场前景更加广
阔。准确的市场预测为云州区和安定区的
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

前些年，有些地方急于发展乡村产业，没
有科学评估和市场调研，就从外地引进农作
物品种，进行大规模种植。结果，有的地方因
为品种水土不服，产品产量不高、品质差，产
业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益，连投入的成本都
难以收回；有的地方虽然几经努力，引进的作
物适应了当地水土，也获得丰收，但由于市场
饱和，产品品质和价格没有优势，缺乏市场竞
争力，产业最后以失败告终。类似的教训从
反面证明，立足本地实际，适应市场新变化，
是发展乡村产业的一条制胜法宝。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
考察时指出，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
要有特色，要走出一条人无我有、科学发展、
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2020年5月11日下
午，习近平总书记抵达山西考察调研，首站
来到大同。一下车，总书记就直奔田间，深
入了解当地黄花产业发展情况，在细致察看
了黄花产品后，感慨地说：“就是要立足本地
实际，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把大同黄花做成
全国知名品牌，让乡亲们富而忘忧。”

乡村产业发展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我
们要立足本地实际和资源禀赋，根据消费结
构升级以及市场新变化，开发适宜本地种植
和发展的专属性特色产品，以特性和品质赢
得市场，确保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贵州天柱：订单农业实现“种有所得”

两会声音进乡村

新女性新女性新农人·

■ 李伶俐 文/摄

三月，漫步在重庆市大
足区拾万镇长虹村的游步道
上，油菜花的香味扑面而
来。田野里，蜜蜂在花间嗡
嗡飞舞；庭院前，株株玫瑰正
发新芽。走进这里，便走进
了一幅美丽而灵动的乡村图
画。

“全国文明村”“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重庆隆平五彩
田园景区……几张亮眼的名
片，为长虹村吸引来了一批
批游客。

“别看现在家家户户都
整洁明亮，为了现在的环境，
我们可下了不少苦功夫。”村
党支部书记、妇联主席杨乃
梅从菜田花间走来，笑着对
笔者说。

长虹村地势平坦，土地
富硒富锶，每到初春，成片成
片的油菜花美如画卷。2017
年，村“两委”计划发展乡村
旅游，可当时村里的人居环
境很差，房前屋后白色垃圾
随意丢弃，柴火放置无序，鸡
鸭舍乱搭乱建。公路沿线村
里种植的花草也被拔的拔、
搬的搬，所剩无几。“在一些
村民眼里，多种一颗菜比栽
一株花有用。”

村民的思想观念不改
变，人居环境不改善，乡村旅
游业就很难发展起来。于
是，村“两委”组织 6名老党
员，开展入户宣传动员，讲解
发展旅游产业的思路。同
时，村妇联执委牵头，召集16
名姐妹组成巾帼互助队，开
展环境整治行动。

杨乃梅从自家所在的院
子开始，做通了院子居民的
思想工作，带着巾帼互助队
姐妹们上门，帮助村民整理
柴火、拆网拆棚。她还请来
挖掘机平掉了影响村容的破
旧老房子。这一举动让村民
们看到了村“两委”环境整治
的决心。

环境整治中，随处可见
巾帼互助队姐妹们的身影。
她们一家一户动员，用竹耙
刨走白色垃圾，用背篼帮助村民整理柴火，用
老虎钳拆网拆棚。有些村民的埋怨，让互助
队姐妹们为难，有的还委屈地哭了，但转头又
笑着入户做村民工作。

经过整治，村里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村民们也渐渐养成了爱护公共环境
的习惯，许多村民还在房前屋后种上了花草。

2018年，袁隆平院士重庆工作站落地长
虹村。当年，村里成功举办了重庆市首届五
彩水稻节和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大足区特色
专场活动，引来大量游客，旅游总收入超过了
500万元。长虹村的名声也因此响亮起来。

村“两委”趁热打铁，一方面继续提升村
里的人居环境，一方面精心打造人文景观，

“一户一景”的美丽院落，别具一格的大幅3D
墙绘，精致的微花园、微菜园，吸引了更多游
客。未到最佳观景期，就有不少游客来游
玩。随着游客的增多，饮食、住宿的需求也逐
渐增长。

去年，五彩水稻节开幕前夕，村民们早早
地做好了准备，他们将椪柑、咸菜、豆粉、鸡蛋
等土特产背到现场售卖。水稻节期间，许多
村民都到现场摆摊设点，售卖当地的农特产
品，大赚旅游钱。

这两年，长虹村先后获得了“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和“全国文明村”称号。

杨乃梅告诉笔者，目前，村里正在宣传村
庄和当地的发展规划，希望能吸引一批青壮
年回乡创业。村里还计划以村集体经济的形
式开办接待中心，引入专业人员经营，“我们
要让长虹村长红长兴，让村民们的腰包更
鼓。”

发展县域乡村产业，要立足本
地实际和资源禀赋，并根据消费结
构升级以及市场新变化，开发适宜
本地种植和发展的专属性特色产
品，以特性和品质赢得市场，确保乡
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油菜花田、院士工作站、五

彩水稻节……提升人居环境+

打造人文景观，环境美了，引来

游客如云——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又是一年梨花香，在山东省莱阳市柏林
庄街道北小平村的梨园里，放眼望去，十多名
妇女正在为梨花授粉。大家有说有笑，脸上
洋溢着满满的幸福。“今年梨花开得这么好，
肯定又是丰收年，我们又有赚了。”一名妇女
开心地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我们能
有今天，要感谢福玲姐！”

“福玲姐”名叫李福玲，是莱阳市福琪果蔬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小平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妇联主席。10多年来，她带领400
多户果树种植户和部分村民走上了致富路。
在长期的果树种植和管理中，她也从一名“种
梨小白”，成长为远近闻名的“梨树专家”。

“只要有学习机会，我都十分珍惜”

李福玲是北小平村村民，20世纪80年
代末和丈夫到莱阳市城区务工并定居。
2001年春天，李福玲陪朋友到当地一家种植
黄金梨的果园参观，立刻被一大片美丽的梨
花吸引。经过一番了解后，她对黄金梨的市
场前景十分看好，回家便跟老公商量，决定回
老家北小平村种植黄金梨。

顶着一些亲友的质疑，李福玲和丈夫回
到北小平村，承包了20亩地。当时，两口子
对梨园的管理一窍不通，果树要修剪了，请人

帮忙，却找不到人。无奈之下，李福玲一咬
牙：“找不到人，我们就自己干！”李福玲开始
四处拜师学艺，周边经营较好的梨园都留下
了她的足迹。只要一听说有果树管理培训
班，李福玲就马上报名，培训结束回到村里，

她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术进行实践。
每年春夏，她白天泡在果园里管理果树，

晚上回家，不管多累，也要整理当天的管理日
志，详细记录温度、湿度等对梨树生长的影
响。有疑问的地方，就用红笔标注，下次出门
学习，再向专家请教。“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是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只要有学习机会，我
都十分珍惜。”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努力学习和不断
实践，李福玲成了远近闻名的种梨能手。有
一次，她和几名专家到一家梨园，给生病的果
树看病。李福玲凭自己多年的经验指出果树
的病因。几天后，梨园老板告诉她，“专家取
样分析了，诊断的病因和你说的一样。今后
就请你做我们的技术指导。”

“周围人都好，我就什么都好”

种梨树，收入增加了不少，但李福玲并没
有满足。看到周边的农民在梨树种植、管理
中缺乏技术而收效甚微，她决定用自己所学
的专业知识，帮助农民增产增收。2009年，
李福玲联合当地种梨的农户，成立莱阳市福
琪果蔬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管理和销售，带
动梨农共同致富。

合作社成立后，李福玲定期组织培训班，
将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社员，无偿帮助他们解决果蔬病虫

害、修剪、存储等难题。她还建立了社员登
记簿，详细记载每家种植户的果树种植时
间、病虫害防治情况、挂果坐果率等等。社
员家里的果树出现了问题，都向她咨询。虽
然工作量很大，但李福玲乐此不疲：“社员的
每分钱都来之不易，把果园交给我管理，我
就得替他们管好。”

村民乔云学种了5亩梨树，起初不懂技
术和管理，果子挂得少，品相也差，曾一度想
把梨树砍掉。经过李福玲培训和指导，他的
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他家的梨树也大变样，每
年高产稳产，一级果品率超过了80%，销售
收入达6万元。

在李福玲带领和服务下，合作社的规模
逐年扩大。如今，社员已增加到400多户，
黄金梨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社员们的果
园年年丰收，产品销到国内许多城市甚至东
南亚等地，年均实现销售收入1000万元。
合作社还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季节性工人
中绝大部分为妇女，每年人均可获1万余元
的务工收入。福琪果蔬专业合作社因此被
评为“山东省巾帼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近年来，李福玲先后被评为山东省巾帼
建功标兵、山东省最美基层妇联人、烟台市三
八红旗手标兵。她珍惜这些荣誉，更在乎合
作社的带富效果。“周围人都好，我就什么都
好。”李福玲说。

李福玲李福玲：：从从““种梨小白种梨小白””到到““梨树专家梨树专家””

■ 吴美霖 文/摄

开春后，贵州省天柱县渡马镇的田野和山
地，到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呈现出一派欣
欣向荣的景象。

在渡马镇桥坪村榨菜收购点，榨菜种植户
正排队等着收购。桥坪村村民刘云开心地说：

“一斤榨菜4毛钱，1000斤就是400元，今年
是赚了。”

渡马镇位于低山丘陵地带，虽有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优势，但以往产出的农产品始终打
不开市场，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往往低
价贱卖甚至出现滞销，种植积极性受挫。为
此，近年来，渡马镇充分发挥企业、合作社、种

养大户作用，主动寻找农产品采购单位和企业
对接销路，建立以“订单农业”为基础的产销新
模式。经过统筹安排，农户按订单需求种植直
供，种有所得，种植积极性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渡马镇依托“订单农业”推动规
模化农业发展，搭建合作平台，加快引进投资
者、新技术、新品种，扩大特色优势农产品输
出，真正实现产业帮扶见实效，农民增收有靠
山。据了解，目前渡马镇已与碧桂园集团等6
家企业开展长期战略合作，该镇湾场蔬菜产业
示范园还成为天柱县各校区营养午餐固定蔬
菜供应商。

图为马镇桥坪村村民把自产的榨菜送往
榨菜收购点。

乡村新貌新貌

▲ 安定区马铃薯种植户的
脸上洋溢丰收的喜悦。

▲ 云州区黄花种植户晾晒黄花。 长虹村田野里油菜花开得正旺。

李福玲合作社的社员达400多户，合
作社年均销售收入达1000万元。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产业发展

兴农有道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