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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家宴·厨娘工坊”“烹出”增收共富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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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农村妇女闲置劳动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福建宁德福建宁德：：““畲家新女畲家新女””挑大梁挑大梁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玉米排骨山药煲、红烧萝卜块、咸肉蒸河
蟹、粢毛肉圆……11月的每个周六一大早，梅
国英就忙碌了起来：在自家田头摘青菜、掰玉
米、拔萝卜；赶往集市挑河蟹、选鲜肉……

等食材采购齐全，她来到自家宽敞的厨房，围
上围裙，烧起丰盛的中饭。“中午，家里要接待一桌
客人。昨天，客人发来了餐食标准和要求，预订了
10个人一桌的家宴餐饭。”梅国英笑着说。

梅国英是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新
港村人。一个多月前，她还赋闲在家，不知干些
什么。而现在，街道推出“良渚家宴·厨娘工坊”
项目，接受培训后，本就爱烧菜的她，将家里厨
房收拾一新，成为一名厨娘。自此，梅国英和其
他七十多位厨娘一起，共同踏上把爱好变成事
业、把舌尖技艺变成金山银山的共富之路。

2019年，良渚遗址申遗成功。作为良渚
文化遗址保护区块的良渚北部，多年以来因

“良渚遗址保护、农田保护、生态保护”的“三
保”政策，造就了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和珍贵
遗址景点。

保护的同时，为了让“三保”区村民在“付
出”时，也能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历经前期调
研、精心谋划，今年9月底，良渚街道妇联和北
片八村联合开启“良渚家宴·厨娘工坊”项目，
以不同于农家乐，又有别于其他共享厨房的模
式，激活农村闲置妇女劳动力，实现家门口灵
活就业增收。

打通堵点难点痛点 铺就共富之路

“厨娘工坊”的发起念头，还要从良渚街道
的村社联动说起。

“我们通过村社联动，排摸出城乡供需关
系，发现妇联、妇女大有可为。”良渚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妇联主席应如萍介绍，良渚街道南
片区经济发达，居民需要休闲娱乐之地，最好
是既能招待客人，又有家的感觉；北片区风景
优美，文化底蕴深厚，而餐饮配套并不完善。

“妈妈的味道”在此刻派上大用场。
想法萌芽之初，街道妇联曾听取过大家的

意见。有人支持，也有人犹豫。“是不是就是办
农家乐啊？还要办执照什么的，太麻烦了。”

“如果我们参加了，万一没有客源怎么办？”“经
营出了问题怎么办？”……热切想找到致富突
破口的姐妹们，直言各自的担忧。

如何破题？良渚街道另辟蹊径：街道依托
杭州良渚未来乡村发展有限公司统一发展农
文旅产业，实现组团“出圈”。该公司由余杭区
文旅集团和良渚街道北片8村共同出资，负责
8村旅游资源的整体运营。

这样一来，“厨娘工坊”作为公司散落在村
庄里的一个个“小细胞”，妇女们便可轻装上
阵，亦无后顾之忧。

“公司负责运营，村里负责村庄打造，妇联

把好厨房卫生关、厨娘技能关以及宣传、组织、
协调工作。”良渚街道专职妇联副主席邱炳芳
说道。

切口找对，运作理顺，三方合力，项目甫一
推出，就迎来了“小火”。新港村党群服务中
心、石桥文化礼堂等共富服务阵地密集开展厨
娘“菜单式”技能培训。新港村作为项目试点
村，制定了新港家宴管理办法十二条，通过村
委会宣传动员、村民预报名、现场走访、评选确
定、家宴挂牌、厨娘培训等环节，确认新港家宴
农户12家。

梅国英家就是其中一家。“才一个月时间，
我们家就招待了15桌客人。收入还是比较可
观的。”她笑笑说。

目前，“厨娘工坊”项目已陆续在北片村开
展。单新港村一村，就已接待近百桌家宴。普
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凭借一双烧菜巧手，敲开了
致富大门。

融入地方美食 家宴有味又有情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来到石桥村罗卯
琴家的“厨娘工坊”时，卯琴嫂正忙着制作良渚
独有的一道美味——榻饼。打开锅盖，只见一
个个巴掌大的榻饼有紫色的，有绿色的，有黄
色的，一圈圈摆开，似一朵盛开的花朵，煞是好
看。吃上一口，糯中带着点嚼劲，透着微微的

甜和清香，十分美味。
“我正在研究如何把榻饼改良下，做得大

小适中，让它成为我们家宴中不可或缺的一道
良渚地方美食。”卯琴嫂说。

在外开饭店多年，后又因照顾孙辈而关店
回村的卯琴嫂脑筋灵活，在街道妇联的指点
下，更是计划把榻饼做成游客的伴手礼，让其
成为“君再来”的利器。

卯琴的榻饼还在进一步改进中，纤石村的
巧娘周能佳已经把良渚美食七味咸茶打造成
系列产品。

在港南党群服务驿站的“良渚良助”商品展
示区，周能佳的七味咸茶赫然在列。原本的七
味咸茶由烘青豆、胡萝卜干、野笋干、白芝麻等
七味食材混合制成。考虑到客人可能对其中某
样食材不感冒，周能佳除了有原装七味咸茶，还
把七味食材单独装罐，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榻饼、方糕、粢毛肉圆、糯米蛋……在“稻
文化”发源地良渚，地方美食样式众多。今后，
它们将纷纷登上家宴的餐桌，走进客人的胃与
心，让人们在极致的朴素中，体会浓浓的乡愁。

未雨绸缪 引导项目规范化发展

11月中旬，良渚街道妇联开始忙着筹备成
立“厨娘工坊”协会。有了协会，可以避免“厨
娘工坊”无序发展和恶性竞争。协会成立后，
将承担起引导和监督会员加强自律、抓好品牌
宣传等职责，“把现有的76位厨娘拧成一股
绳，一起朝着同富的目标迈进”。

除了成立协会，街道妇联还召集北片8村
的妇联主席共同商讨“厨娘工坊”的星级评定
和完善线上预约小程序等事项。

“谋远健行。抓住发展机会，为妇女群众
实实在在做些事。让农村妇女能赶上物质富
裕的班车，社区妇女能找到精神富裕的心灵之
所，城乡统筹发展，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应如萍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吴军华
■ 张瑜 吴静涵

初冬时节，天气微凉。走进福建省宁德市
柘荣县乍洋乡宝鉴宅村，独具畲乡风情的民
居、丰富多彩的墙体彩绘、土色土香的田园风
光一一映入眼帘。

在路旁雷海林家的庭院，畲族元素物品随
处可见，与随风摆动的花草、清脆的鸟鸣相得
益彰。在宝鉴宅村内，像这样干净整洁、独具
畲族风情的美丽庭院还有不少。

这些串点连线成片的美丽庭院离不开宝
鉴宅村“畲家新女·妇女微家”巾帼志愿者们付
出的努力。近年来，为凝聚巾帼力量，引导妇
女群众积极参与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
新时代文明实践等活动，宝鉴宅村以“浪‘慢’
山哈、田园宝‘镜’”为发展定位，发挥畲族文化
的优势，成立“畲家新女·妇女微家”，通过党建
带妇建、妇建促党建，不断激活村妇联执委、巾
帼志愿者、妇女群众等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只是“妇女微家”助力
乡村发展的一部分。为积极推进村庄产业发
展，“妇女微家”还组建产业振兴“巾帼帮帮
团”，打造一批非洲菊、草莓园、畲药文化园等

“巾帼示范基地”，并与村委会合作种植畲药
150亩，推动畲药传承发展。同时，搭建畲香
来电商馆，精选乍洋乡优质农副产品，培养能
说会道的巾帼主播，通过抖音、微信公众号等
宣传推广当地农产品。今年，农产品上市期
间，数百名游客到村里采摘草莓、玉米，带动乡
村人气。

雷海林正是“畲家新女·妇女微家”微家
长，近期她忙于通过小板凳宣讲带动村内妇女
一起了解新思想、新理念，让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她表示，作为“90
后”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将发挥所长，利用电商
渠道，带动村内农特产品销售，通过互联网平
台推介村内风光、畲族风情，不断激活乡村振
兴内生动力，团结越来越多妇女参与到乡村治

理、创业致富的行列当中。
“畲家新女·妇女微家”不仅成为助力乡村

发展的“服务团”，也是化解矛盾纠纷的“调解
员”，在促进推动乡村治理、村庄乡风和谐方面
不断贡献力量。

兰秋菊是妇女微家的“热心人”，也是宝鉴
宅村妇女群众心中最信任的调解“专家”。她
无论多忙，都会坚持为村内姐妹们定期“坐

诊”，通过说法、说理、说情等方式，对邻里纠
纷、家庭矛盾、生活困惑进行“唠嗑式”调解，帮
助姐妹们把一个又一个矛盾纠纷化解在家门
口。

“我们在微家阵地助推‘她力量’在邻里间
相互传递，可以将问题和矛盾透明化、简单化，
形成‘有事大家帮、无事常联系、邻里一家亲’
的睦邻互助新风尚。”兰秋菊说。

此外，“畲家新女·妇女微家”巾帼志愿者
还注重传承畲族文化，依托畲族文化展陈馆、
畲族歌舞台，定期开展畲歌、畲语、扎染等技能
培训。在巾帼志愿者的带动下，微家聚集起一
批热爱唱歌、跳舞、乐器演奏的文艺女性。她
们通过开展“三月三”等各类文艺演出，传党
音、话文明、倡新风，在增强“微家”凝聚作用的
同时，进一步展示畲族传统文化。

打造美丽庭院、助力产业振兴、调解矛盾
纠纷、传播畲族文化……如今，在村庄发展的
各个环节都有“畲家新女·妇女微家”的身影，
一批妇女干部脱颖而出，在基层组织挑大梁、
唱主角，在乡村振兴中撑起了“半边天”。

近年来，宁德市妇联积极推动实施深化妇
联基层组织建设改革“破难行动”，以“妇女微
家”延伸基层妇联组织工作触角，发动各级妇
联执委、各类女性先进典型，因地制宜组建以
宣传教育、创业就业、权益维护、婚姻家庭、健
康养生、志愿服务等为主题的妇女微家517
个，有力推动妇联组织工作力量嵌入基层社会
治理体系，“妇女微家”成为落实服务、填补服
务盲区、破解服务痛难点的“妙方”，为助力基
层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增添了别样风采。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王永钦

■ 齐雪莹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巴
日嘎斯台乡金山村，是个四面环
山的小村庄。这里有一位中药
材种植致富带头人——蔡丽
杰。说起她，十里八村的乡亲们
无不竖起大拇指：“这闺女可能
干了，我们都叫她‘蔡专家’，脑
瓜灵活，是我们的致富带头人！”

前不久，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来到蔡丽杰家时，她正忙着
收割中药材刺五加，这是她今年
引进的新品种，栽种了 1600
亩。蔡丽杰告诉记者：“刺五加
浑身都是宝，叶可以泡茶，枝条
可以做药膏，果可以泡药酒，收
入很可观。我身后的大山里还

‘藏’着10余种药材呢！”
2017年以前，蔡丽杰是村

里的养鸡大户，家庭年收入7万
余元。只因一次防疫没做好，3
天500余只鸡全部死亡。养殖
风险高，市场因素不稳定，这次
意外让她萌生了改行的想法。
犹豫之际，眼前的大山让她一
下子开了窍，她瞄准林下空间，
开始试种中药材。

说干就干，蔡丽杰到哈尔
滨学习中药材种植技术，参加
与中药材种植有关的培训班、
订购会，掌握了技术和行情。
第一年试种板蓝根60亩，当年
纯收入近3万元。试种成功，
让她信心倍增。

2019年，蔡丽杰看到了林
药间作的新商机，果断扩大种
植规模，并成立合作社，带领村
民一起种植中药材。

她为有种植中药材意向的村民提供种
子和技术，并高于市场价收购成熟的中药
材，村民每年每亩地可增收400元。蔡丽
杰的做法不仅解决了村民中药材数量少、
卖不上价的难题，还为部分村民提供了就
业机会，她以每天150元的价格，雇村民对
中药材进行田间管理和采收。

巴日嘎斯台乡里程沟村村民杜久林靠
捡野蘑菇为生，以往，销售是他最头疼的问
题。自从蔡丽杰在村里设立了收购点，杜
久林每天靠卖蘑菇就能挣300元，不仅解
决了野生蘑菇销售难题，也让更多的村民
靠山“吃”山，多了一条增收渠道。

前年，她注册成立兴安盟添意农场有
限公司，无偿为种植户提供中草药种植技
术指导。这位百姓口中的“蔡专家”，每年
都按保护价收购。

今年，蔡丽杰在附近村屯开设了11个
收购点，以当天烘干加工或当天发货的方式
把村民采摘的蘑菇销往外地。蔡丽杰带领
村民因地制宜走上了适合当地发展的新路，
增加了村民收入。她春天收野菜，夏天收蘑
菇，秋天收中药材，赢得了村民的好评。

“从外地购买刺五加苗成本高、损耗
大，明年我想建个刺五加育苗基地，帮助更
多的老百姓降成本、增收入。”蔡丽杰信心
满满地说。

近年来，她累计带动全乡17个村308
户农民种植板蓝根、苦参、黄芩、苍术、防风
等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1.6万亩。同时，
科右前旗旗委、政府加大对女能人的帮扶
力度，提供了多笔贴息贷款。蔡丽杰说：

“我要把身边的人带动起来，把开荒地全部
种上中药材，让苦药材长出致富方！”

打造美丽庭院、助力产业振兴、调解矛盾纠纷、传播畲族文化……因地制宜组建妇女微家，推
动妇联组织工作力量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一批妇女干部脱颖而出——

林下空间种植中药材，带动全乡
300多农户积极参与，种植面积超过
1.6万亩。

蔡
丽
杰
：
让
﹃
苦
药
材
﹄
长
出
﹃
致
富
方
﹄

▲ 石桥村厨娘沈连芳厨艺精湛、待客热情，
菜品丰富美味，客人如潮。 良渚街道供图

▲“厨娘工坊”外景。 姚改改/摄

蔡丽杰（左）查看药材长势。 受访者供图

榻饼（上图）、粢毛肉圆（下图）、糯米蛋……各
式良渚地方美食纷纷登上家宴的餐桌，走进客人的
胃与心，让人们在极致的朴素中，体会浓浓的乡愁。

11月13日，位于安徽省六安市金安
区双河镇百洋村境内的百洋驿站正式运
营，这是该镇因地制宜设立的首个由村集
体经营的公路驿站。

据悉，双河镇交通位置优越，安徽省道
351六安至舒城段公路穿越百洋村。百洋
村党支部大力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
径，充分发挥S351公路百洋铺收费站地理
优势，积极向上级党组织申请，最终争取到
六安市交通局的资金和场所支持，成立百
洋村便民驿站。便民驿站由百洋村集体经
营，预计带动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30万
元，已带动5名村民就业。

近年来，双河镇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探
索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新路径、新模式，引导
村民发展富民强村产业，推动村级集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

（方好 吴本雪）

公路驿站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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