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三江
抢抓农时耕种忙

■ 肖雄

“我家种薏仁米，一年有4万元
左右收入。我们村几乎家家户户种
薏仁米。”近日，贵州省晴隆县碧痕镇
碧痕社区，薏仁米种植户付学红对笔
者说，他每年都会把自家的承包地全
拿出来种薏仁米，收获后就近卖给村
里的合作社或者公司。

晴隆县盛产薏仁米，碧痕镇又是
该县薏仁米种植大镇。过去，该镇薏
仁米产业以农户家庭小规模分散种
植为主，经营比较粗放，经过这几年
发展，已转向以龙头企业作支撑的规
模化种植和产、加、销一体化集约经
营。截至2020年，全镇实现种植薏
仁米5000余亩，年产薏仁米1000余
吨，一二产实现薏仁米全产业链产值
超1亿元。

据介绍，近年来，碧痕镇以薏仁
米、茶叶、食用菌等产业为主导产业，
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先后建设了一
个农特产品聚集园；一个茶叶产业带
和一个新坪食用菌产业带；一个早熟
蔬菜基地、一个茶叶苗圃基地和一个
高产薏仁米种植基地，与此同时，积

极引进龙头企业，做强农产品加工，
打通销售渠道，并采取“龙头企业+
合作社+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农户”
的模式，推动产业的发展，实现村村
有产业，户户能增收。

碧痕镇是传统产茶大镇。每年
开春，在碧痕镇大大小小的茶山上，
都会看到茶农们采摘春茶的繁忙景
象。近年来，碧痕镇大力发展茶叶产
业，并走上了茶旅一体化发展的新路
子。目前，该镇已种植茶叶 2.6 万
亩，涉及4个村39个村民小组。

食用菌是碧痕镇的新兴产业。
近年，该镇引进一家食用菌生产企
业，数十名村民到厂里务工。公司还
和村级合作社签订产品回收合同，带
动200多户农户种植食用菌，户均年
增收4万元左右。据碧痕镇有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该镇已建成食用菌
冷藏、烘干加工厂，延长产业链，将带
动更多滞留家中的农村劳动力就业。

“近日，碧痕镇入选2021年全国
农业强镇创建名单，我们将以此为契
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让产业更旺，乡村更美，
农民更富。”碧痕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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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泗元：荒地掘金，乡村带富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产业发展

观摩村庄会议
■ 李玉霞

前不久回乡期间，笔者先后观摩
了3场屋场会和一场村委会召开的
正式会议，与第一书记进行了访谈。
笔者发现，村民到会率都很高，基本
上每家每户都有人到会。开会的时
候，村民参与性也都很强。他们仔细
听取村干部的发言和布置的任务，有
些村民在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时
还会认真做笔记。会议时间一般控
制在 40 分钟左右。主持会议的驻
村书记、村干部和小组长都十分风趣
幽默，传达政策时还善于举例子。

整体来看，这几次会议的形式和
内容，都走近农民，贴近生活，并在村
民当中产生了有效反馈，与我印象中
流于形式、村民积极性不强的乡村会
议，形成了较大反差。

首先是会议目的明确。笔者发
现，开会之前，村干部都会用一个小本
记下开会想要讲的重点内容，突出重
点，避免遗忘；一次开会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并不多，而且有针对性，有利于问
题集中解决。村干部说，宁愿多开一
次会议，也要尽量避免开长会，因为议
题多，时间长，容易让村民失去耐心。

其次是参会人员的选择有针对
性。村干部介绍，每次都会根据开会
的目标选取参会对象，除了村民代
表，有时也会选择一些专业人士或
村庄精英参会。针对性还体现在开
会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上。笔者观察
到，村里开会一般选择在下雨天或
晚上，时间控制在 1 小时以内，这
样不会耽误村民的农业生产和休
息；地点选择人户比较集中的屋场，

方便村民到会。在开会之前还会用
音响热场，督促村民赶快到会，节约
开会时间。

最后，开会的内容强调虚实结
合。笔者旁听的几次会议中，村干
部讲了一些需要向群众传达的内
容，比如，要求村民注意防疫、讲究
个人卫生，等等；会上还完成了养
老金人脸识别认证、收取自来水维
修费用，等等，这些都是“实”的部
分。此外，第一书记在会上讲了六
尺巷的故事，以此启发村民之间要
互相包容、少一些纠纷；村支书给
村民介绍了村庄近期获得的荣誉
和村民典型事迹，要求村民增强集
体荣誉感，等等，这些是“虚”的部
分。这种虚实结合的开会内容，效
果非常好。

在乡村基层治理工作中，“开会
难”往往成为困扰乡村干部的问题。
村民若参与性不高，村干部并不能强
制其开会。所以，村里每次开会，都
安排至少一个事关与会人员实际利
益的议题，能提高村民参与的积极
性。笔者观摩的几次会议，基本上都
做到了立足乡村社会日常生产生活
的实际情况，做到群体参与、群体决
策，同时又有专业引导，既传达政策
性内容，又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消
除了形式主义成分。

乡村政治生活具有多面性、复杂
性等特点，适量且有成效地开会，能
有效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
性从而实现基层政权与农民合作共
治，最终实现乡村善治。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硕士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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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文
■ 陈菁/摄

芳菲四月，湖南省娄底冷水江市中连乡青云村
满目青翠，一个个白色的蔬菜大棚散落在山间，在
周遭的绿色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大棚里，各类
当季、反季蔬果正茁壮生长。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坡荒地，
农家女姜泗元返乡创业，把这里打造成了集种养、
休闲于一体的生态农庄，并以此为基地，帮助冷水
江市8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发展乡村产业，带动
了数百名搬迁户和当地村民增收。她本人因此先
后获得冷水江市劳动模范、娄底市“最美扶贫人
物”、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今年45岁的姜泗元个子不高，身体结实，说话
声音洪亮，走路风风火火。临近中午，在市里参加
完会议，刚刚回到农场，她就换上雨鞋，带着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参观农场的大棚蔬菜和正在施工
的养猪场。

返乡创业，让土地焕发活力

30岁那年，刚刚离婚的姜泗元带着年幼的儿
子离开青云村外出打拼。她先在当地矿山守仓库，
捡锑矿渣，后来用辛苦挣来的1万元投资，与人合
伙挖锑矿。因迟迟不见矿藏，合伙人撤退，姜泗元
选择坚守，最终如愿以偿，几年下来赚了200多万
元。

2013年，早已关掉锑巷并在冷水江市定居的
她，做出了让很多亲友不解的决定：回乡创业！“当
时，青云村没有一个像样的产业，村民收入少，青壮
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好多耕地都荒着，每次回村里
看了都心疼。”姜泗元回忆说。

当年夏天，姜泗元在青云村承包了800亩荒山
和部分耕地，带着10多个村民开荒，投资百万元修
公路、架电线、打水井，创办泗元家庭农场。两个朋
友主动拿出30万元入股。第一年，露天种植的40亩
四季小香葱只卖了5万元，人工除草等费用却高达
30万元。两个合伙人撤资走人。

姜泗元意识到，做规模农业不能光靠苦干，还得
找对路子。2015年上半年，她到省内外大棚蔬菜种
植基地学习，还远赴美国一家袖珍农场参观。两个
多月的所见所闻，让她大开眼界：“设施农业方便控
制和管理，可以种反季蔬菜，还可以延长蔬菜生长期
……比露天种植强太多了。把农业做到极致，不怕
赚不到钱。美国一个袖珍农场只有80亩地，搞观光
休闲农业，一个周末就收入40万美元。”

取经归来后，姜泗元开始发展设施农业，打造
休闲农庄。除了自学农科技术，亲力亲为，她还请
来专家指导，一口气建了18个高质量温室大棚，并
配置自动化喷灌、滴灌等设施；建起猪舍和养鸡场；
在山上种柑橘、黄桃、梨子等果树；整修鱼塘，建停
车场和农家乐设施。2015年和2016年，姜泗元又
投入了400万元。

有了现代化设施，采用了现代种植技术，农场
的农产品产量大大增加，旺季一天能出棚6000斤
蔬菜，而单位生产成本却下降了。农场养殖场产生
的禽畜粪便被制作成有机肥、农家肥，施用于大棚
种植，实现了生态循环。山上的果树陆续挂果，四
季有景，蔬果丰盈，周末和节假日，游客纷至沓来，
给这个偏僻山村带来了旺盛人气。

“虽然投入很大，但能把农场和山庄建立起来，
让荒山荒地不再荒废，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我觉
得很值得。”姜泗元坦陈。

巧妙经营，让农产品更值钱

如何把农产品卖出去并卖出好价钱，姜泗元摸
索出一套生意经。

最初两年，姜泗元每天清早和农场的工人一
起，用车子把头天或当天采收的蔬菜，运到城里的
菜市场零售，费时又费力。蔬菜产量剧增之后，她
改变销售方式，在城区布设4个专卖店，打出泗元
家庭农场的招牌，与他人合作经营。这种销售模式
既确保农场的产品能及时销售出去，又宣传了自己
的品牌。

2016年，姜泗元开始采用社区配送模式销售
农场的产品。她通过微信朋友圈、客户群推介农场

的产品和服务，与客户建立互信。口口相传，客户
逐年增加，从几十户发展到如今的400户。每天，
姜泗元和农场员工按客户定的套餐标准，将选配好
的新鲜蔬果，按时送到每个客户家中。“配送制的好
处是价格稳定，避免了市场波动给农场造成的损
失。”姜泗元对记者说。

姜泗元的营销方式也在与时俱进。前些年，她
玩微信玩得很溜，近年又学会了玩抖音，经常和农
场姐妹们一起拍视频、做直播，宣传农场和产品。
有一次，她们把农场种植的皱皮软椒生长情况拍成
视频在网上播放，有网友询问可不可以整株购买，
姜泗元马上给予了肯定答复。在核算费用成本之
后，她标出了一个合理价格，网友纷纷下单。

“软椒树可以长到一人多高，枝繁叶茂，产果
多，又好看，摆在家里的阳台上既可以当盆景，又可
以收获果实。”姜泗元告诉记者，去年，他们卖软椒
树就收入了40万元。今年他们又种了3个大棚软
椒，等它们长大后再整株网售。

泗元家庭农场的新鲜蔬果和其他农产品，通过
实体店、订户配送和互联网平台，源源不断地销往
本市和省内其他多个城市。一直以来，农场按绿色
无公害标准种养，产品品质好，得到了越来越多客
户的认可，经常供不应求。

姜泗元深知，农产品加工是增加产品附加值的
重要途径。2016年，她就开始以农场蔬果为原料，
小量加工生产坛子菜，随后申请了“泗元农家坛子
菜”省级知识产权保护。2019年，她按相关标准建

成了两个坛子菜生产车间，扩大生产规模。如今，
两个车间可以加工生产酸豆角、白辣椒、茄子皮、萝
卜条、南瓜丝、南瓜皮、坛子米粉肉等10多种坛子
菜。由于采用了传统工艺，他们的坛子菜保持了老
味道，非常好销，如今已成为农场新的利润增长点。

产业带动，让农户有钱可赚

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是姜泗元回乡创业的初
衷。这些年来，她在带富路上没有停步，步子越迈
越大。

回乡创业第二年，姜泗元牵头成立青云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吸纳了50多家本村农户。合作社以
泗元家庭农场为基地，社员以土地、资金等方式入
股，年底按股参与分红，部分社员被优先安排在农场
务工，另挣一份工资。从2015年开始，姜泗元鼓励
并扶持社员和其他农户种植蔬菜，农场提供菜秧，保
底收购产品。许多农户由此走上了增收之路。

随着农场的发展壮大，姜泗元有了更强实力带
动更多农户特别是贫困户、困难户增收致富。

冷水江市渣渡镇梓坪村建有一个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当地政府在安置点开辟了100多亩土
地，鼓励搬迁户发展种植业，但由于土地沙化比较
严重，搬迁户担心没有收成，迟迟不愿行动。姜泗
元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承担帮扶任务。经过实地
调研，她借鉴自己在青云村开发荒地的经验，指导
搬迁户整理土地，对土壤进行改良，免费给他们提
供最好的菜秧，指导他们种植。当年，搬迁户们就
喜获丰收。

搬迁户种出的蔬菜，泗元家庭农场保底回收。
去年，梓坪安置点产出50万斤南瓜，通过农场的销
售网点卖出了一半，剩下的加工成南瓜丝、南瓜皮、
南瓜子，慢慢销售，卖到了20元一斤。

除了帮扶梓坪安置点，姜泗元还投入资金，提
供技术和物资，在冷水江市其他7个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建立了种植基地或扶贫车间，吸纳搬迁户和
当地村民就业，帮助他们发展蔬菜种植和农产品加
工。农忙时节和销售旺季，她每天开着车，到各个
安置点巡回指导搬迁户和工人生产，帮助他们解决
技术和销售方面的难题。

姜泗元感到欣慰的是，在当地政府和妇联组织
的大力支持下，各安置点的扶贫产业正日益兴旺，
搬迁户们安居乐业，稳收增收。

这些年，一直单身的姜泗元全身心扑在自己的
农场和脱贫攻坚事业上，一天到晚奔波不停的她，
有时是农场老板、合作社法人代表、公司负责人，有
时是人大代表、爱心人士、扶贫达人，有时又是生意
人、农科土专家、直播主播……让初次见面的人不
知怎么称呼她。

“其实，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也算个致
富带头人吧。发展乡村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实现乡村振兴，我们还有很多事可做。只要村民肯
做，不让土地荒着，我就肯帮他们，自己受点累无所
谓。”姜泗元笑呵呵地说。

村村有产业，户户能增收

做强乡村产业，打造农业强镇，贵州晴
隆县碧痕镇实现——

新女性新女性新农人·

4月19日，湖北十
堰市房县红塔镇油坪村
香菇种植大户汤景梅在
采收香菇。

房县是全国耳菇之
乡，盛产黑木耳和香
菇。近年来，该县实施
黑木耳深孔、密植、喷灌
栽培，仿生态香菇夏栽
技术，耳菇产量和品质
双双提升，销往日本、德
国、泰国等30多个国家
和地区，年均产值达7
亿元，带动6万多农民
致富。

目前，汤景梅家发
展香菇6万袋，年均实
现收入 25 万元，带动
10户脱贫户稳收增收。

张启龙 唐雪松/摄

“耳菇之乡”产销两旺

4月 24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
良口乡和里村一名妇女驾驭小农机
耕田。

当地正值春耕黄金季，留守妇女
和其他村民抢抓农时，忙于耕种。近
年来，三江大力发展稻渔综合种养特
色产业，实现“一水两用、一种多收”，
推动农田增益，农民增收。

高峰 龚普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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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泗元投入资金，提供技术和物资，帮
助当地8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发展蔬菜种
植。图为姜泗元（左）指导搬迁户种植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