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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亮点

白山市浑江区
持续在精准施策上
出实招，在精准推
进上下实功，在精
准落地上见实效，
确保脱贫攻坚工作
扎实稳步推进，实
现了贫困村出列、
贫困户脱贫的目标
任务。

旱沟村位于七道江镇西北
部，距白山市区35公里，辖区面
积58平方公里，耕地4200亩、林
地6.75万亩。因地处偏远，经济
结构单一，导致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2015年末，旱沟村被列为省
级贫困村。

为尽快改变旱沟村贫穷落后
的面貌，积极向上争取道路建设资
金1837万元，建设了包括王通路在
内的20公里村路。道路通畅后，如
何依托旱沟青山绿水致富创收，
让村子走出去，富起来，成为村干
部和村民思考的问题。

商品鹅养殖户殷秀琴，2016
年开始试验养殖肉食鹅。由于圈
养肉食鹅的农户较多，市场供大
于求，每只大鹅仅赚 20 余元。
2018年，借着国家扶持政策的春
风，她转变发展思路，充分利用自
家后面山坡，将种鹅全部放归到
山林中实施生态养殖，一只鹅的
收益也翻了近5倍。除了养鹅，
殷秀琴还种了近200亩紫苏和10
多亩中草药，实现了脱贫致富。
如今，除了带动困难村民养鹅外，
她还每年向村里交7500元的贫
困户产业扶贫分红。

同样依托产业发展实现脱
贫致富的还有侯庆财。侯庆财
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依靠种植十几亩大田维持一
家人生计，生活很艰难。2019年，
他开始尝试养牛，勤劳肯干的他，
慢慢琢磨出一套科学的养殖方
法，收获了脱贫路上的第一桶
金。随后，他扩大了养殖规模，养
了近20头牛。在他的带动下，很
多贫困户也开始养牛。侯庆财开
心地说：“以前种点地，收入不了
几个钱，在村里协调下，我开始发
展养牛，现在生活比以前提高很
多，生活好了，我得继续养下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旱沟村在积极引导村民依托自然
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养殖业的同
时，还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为了
让灵芝产业落地生根，村里争取
了“兴边富民”扶助资金30余万
元，扶持村民发展灵芝种植。成
立了合作社，带动建档立卡贫困
户共同实现致富。

为实现灵芝原生态种植，合
作社种植采用实木菌段、移植青
苔，每个菌段只保留一颗灵芝的
全程无公害绿色种植模式。同时
种植户还要住在深山细心照料灵
芝半年之久，从而保证了
灵 芝 的 品 质 。
如今，

灵芝已小批量上市出售。
同样靠山实现增收致富的，

还有山下食用菌种植户隋海福。
为帮助隋海福脱贫致富，七道江
镇和旱沟村帮助他与市人大代表
结成帮扶对子，帮他打了水井，解
决了电路承载超负荷的问题。在
去年遭受雪灾后，又帮助隋海福
修复了受损严重的食用菌大棚。
现在隋海福的食用菌种植实现了
良性发展，一提到这些宝贝菌棒，
隋海福就有说不完的喜悦。

如今，旱沟村的产业发展方
向初步成型，为合力带动全村脱
贫致富，村里引导村民开始分类
组建合作社，社员之间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共同发展，使“产业扶
贫”工作真正落到了实处。

聚民心、办实事。与此同时，
旱沟村扶贫工作在改善人居环境
上下功夫。如今，旱沟村已申请
资金858万元，完成破损严重的
水泥路沥青罩面963米，新修边
沟 963 米 ；修 建 巷 道
3000米，新

建主干路两侧围墙
1945米，统一更换109
户房屋琉璃瓦和房屋
外墙保温，种植绿化
树8000株，种植花草
5000 平 方 米 ，建 成
1000 平方米文化广
场并投入使用，完成
4000 米的巷道栅栏
建设，安装太阳能路

灯 40 盏，新建便民桥 1 座，旱沟
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中央有好政策，市里有好战
略，区里有好机制，帮扶部门、人
员有好招数，村里有好干部。旱
沟村产业脱贫之路，汇聚着许许
多多人的努力和付出。2019 年
11月，旱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63
户彻底清零，贫困村出列，村集体
的经济收入也由帮扶前的负增
长，到现在的仅项目年收入就达
到43.87万元。如今，“一谷一城”
战略点燃了浑江区绿色发展新引
擎，也为旱沟村从脱贫攻坚“主战
场”，转变为乡村振兴“示范地”提
供了更好的发展机遇。

环境优美了，道路通畅了，
路灯明亮了，房屋整洁了，村民
干劲更足了，笑容更灿烂了。一
个昔日的 贫 困 村 正 在 悄 然 蝶
变，走向新生。

兴办产业富裕百姓
——浑江区七道江镇旱沟村脱贫侧记

□ 李响 姜禹光 钟华

本报讯 魏巍报
道 在 梨 树 县 喇 嘛 甸

镇 牛 家 窝 铺 村 ，种 植
约 53 公顷的野菜小根
蒜——也就是我们东
北人餐桌上常见的咸
菜“大脑瓜儿”。这种
小根蒜药用价值很高，
既能提高免疫力，又能
杀菌消炎。

梨树县富强家庭
农场负责人王冶强种
植小根蒜有 10 多年的
时间了，今年王冶强承
包了牛家窝铺村 53 公
顷土地，用于种植小根
蒜。入秋以后，小根蒜
到了收获的季节，王冶
强带领村民、贫困户等
100 余 人 来 收 小 根
蒜 。 他 雇 了 一 个 专

用客车早晚接送
村民，以确保他们的
安全。村民根据自己
的 能 力 分 工 合 作 ，打
苗、起菜、筛土、打包、
称重，大家各个劲头十
足。每人每天的工资
约 150 元，如果贫困户
一家两口人都来务工，
收获小根蒜的工期大

约 60 天，那么两口人
就能收入一万多元，极
大增加了贫困户收入，
拓宽了贫困户就业致
富的道路。

谈起未来的打算，
王冶强说：“我想要在现
在的基础上，扩大小根
蒜种植面积，让更多的
人都能吃上我们种植
的小根蒜。”

牛家窝铺村

种植“小根蒜”助脱贫

本报讯 孟含琪报道
在通榆县天意辣椒产业
园区，打工的村民将辣
椒分类打包、送入冷藏
库，这些辣椒将送往海
外客户手中……通过科
研人员的技术帮扶，当地
以发展辣椒产业作为脱贫
攻坚抓手，带动百姓过好

“红火”日子。
通榆县曾是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随着脱
贫攻坚工作开展，当地发
展了蔬菜、辣椒、养殖等产

业。其中，在吉林大学化
学学院教授高岩的技术支
持下，天意产业园的辣椒
产业发展得很“红火”。

高岩带来的是有机肥
项目。通榆县大量耕地都
是盐碱地，土壤碱化度高，
养分有效性低，粮食亩产
不到全省平均产量二分之
一。当地还有大量秸秆和
禽畜排泄物难以得到科学
处理。对此，高岩提出利
用生物质改良盐碱土壤的

思路。水在临界状态下具
有酸碱自催化作用，秸秆
和禽畜排泄物在近临界水
的作用下能转化为有机质
肥料，实现变废为宝。该
技术已申请3项专利。

有机肥产业化后效果
明显。天意辣椒产业园负
责人于浩说，2019年产业
园的 1218 亩辣椒示范田
使用了有机肥，每亩增产
20%以上。“辣椒的产量和
质量都提高了，获得客户
肯定。”于浩说。

除了招聘贫困户来产
业园打工外，在吉林大学支
持下，产业园将培育好的辣
椒苗和有机肥料送到贫困
户家中，最后将成熟的辣椒
统一回购。边昭镇西战村
的张丛付一家是贫困户，通
过在自家庭院里种植辣椒，
年增收1.5万元。

高岩研发的有机肥已
在当地7个村的农田和蔬
菜基地投入使用，5000多
名贫困户因此受益。

科技助力辣椒产业
更“红火”

“初霜后，葡萄到了最
甜的时候，今年市场行情
好，我这些葡萄能卖 1.6 万
多元。”日前，走进德惠市郭
家镇东岗村，正在给葡萄修
剪枝叶的种植户刘广文高
兴地说。

刘广文是较早将玉米
地 改 成 葡 萄 园 的 农 户 之
一。经过 20多年的发展，他
家葡萄种植面积扩大到 4.2
亩，其中露地葡萄 1.8亩、两
栋大棚葡萄 2.4 亩，分别种
植了巨峰、蜜汁、旭旺、白鸡
心等 7 个品种，年收益约 6
万元。“葡萄的经济效益好，
靠着种植葡萄收入，我家新
房子都盖上了。”刘广文摸
索了一套延时收获的种植
技术，始终坚持露地和大棚
两种种植方式。

今年 55 岁的村民李传
林，是东岗村的葡萄种植大
户。近几年，他在露地葡萄
种植的基础上，开始尝试棚
膜葡萄种植。如今，6 亩地
的种植面积每年能增收 12
万余元。棚膜葡萄比露地葡萄早上市一个多
月，由于光照充足、口感佳，一上市就供不应
求。一人富不算富，尝到甜头的种植户发挥辐
射周边的带动效应，面对来“取经”的村民，在
种好管好自己葡萄园的同时，他们带动和帮助
其他村民共同致富。

葡萄成熟上市的季节，向阳村种植户孙丽
荣忙得不亦乐乎，她用双手追逐着自己的“葡
萄梦”。从最初 2 亩地扩大到 9 亩地，4000 多
株葡萄，品种也从单一的巨峰扩大到夏黑、茉
莉香、蜜汁等多个品种，在繁忙期还雇用了村
里七八名村民。孙丽荣一家靠经营葡萄采摘
园每年可实现 8万余元的收入，一家人不仅住
上了新房，还添置了轿车。

以葡萄产业远近闻名的郭家镇，有“葡萄之
乡”的美誉。目前，全镇葡萄种植户 112户，总
种植面积37公顷，年创产值1478.4万元。葡萄
种植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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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成熟了，种植户的腰包鼓了。

新春村发展乡村旅游促增收
□刘勇

近日，在靖宇县花园口镇新春村抗
联事迹实践教学点广场，提起脱贫攻
坚，驻村第一书记于国成娓娓道来。

新春村是国家级贫困村，有60户、
136人。2015年建档立卡贫困户23户
45人。过去，因为没有产业，贫困户靠
种植大豆、玉米维持基本生活。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镇村干部带
领村民坚定信心，攻坚克难，通过发展
养殖业、种植业、光伏发电等产业，奋
战了三年，终于在2018年底，让全村贫
困户脱贫。

“村民脱贫了，不能躺在以往的功
劳簿上睡大觉，摆脱贫困只能说是起
步。”于国成说，“我们还要朝着乡村振
兴的目标继续加油干，让脱贫群众早
日迈向富裕。”

2019 年，新春村借助村里独有的
抗联遗址，投资200多万元，建设了靖
宇县抗联事迹实践教学点，以红色旅
游为支点，推出农家乐，生态采摘园，
重走抗联路等项目，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促进村民增收，带动村民迈向富裕
路，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于国成在新春村抗联事迹广场介绍发展红色旅游的思路于国成在新春村抗联事迹广场介绍发展红色旅游的思路

本报讯 刘伟伟报道 前郭
县八郎镇三不管村村民张喜丰

今年蔬菜生产喜获丰收。张喜
丰的蔬菜生产以温室为主，兼以
麦菜复种。大棚中的白菜已完
成收获，现在温室大棚
已经开始进行旋地，为
明年生产做好准备。

张喜丰欣喜地介绍
今年的生产以及效益情
况，特别是今年国家的蔬菜补贴
政策让菜农得到了实惠，他说：

“今年春茬种了大柿子，还带着
种了豆角，头茬效益不错。二

茬种了茄子、豆角，效益也挺
好。今年菜价非常好，一亩地能
收益2万多元。我这一垧六亩
地，国家给补贴近16万元，现在
国家的政策非常好。”

村民叫好不断，不仅仅是年
景好、价格好、效益好，还有政策
好。三不管村与查干湖毗邻，位
于查干湖东岸。近年来，村民积
极调整种植业结构，不仅增加土

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还改善
土壤结构，降低农作物化肥农
药的使用量，形成当地的产业
特色。同时，培育全村的经济
支柱，引导全村家家户户进入

现代农业生产行列，依靠蔬菜
生产致富奔小康。“三不管村温
室大棚200多栋，效益非常好，
今年，国家每平方米给补贴10
元，我们全村得到国家补贴100

多万元。冬季还可以种
植韭菜，年前能够上市，除了种
植青菜的收入，种植户还能得到
国家补贴近17万元。”三不管村
村委会主任孙国林说。

近年来，松原市
委、市政府号召保护
查干湖生态，倡导环
查干湖种植业结构
调整，八郎镇党委、

镇政府因势利导，推进三不管村
温室大棚和麦菜复种健康持续
发展，形成农耕兴旺、生态优良
的美丽乡村图景。

蔬菜喜丰收 致富有奔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