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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宁对口帮扶协作闽宁对口帮扶协作 2020 年年
的最大成果和经验是的最大成果和经验是‘‘扶贫扶贫’’重重
在在‘‘扶教扶教’，’，开发开发‘‘脑矿脑矿’’重于建重于建
设设‘‘金矿金矿’！”’！”宁夏回族自治区教宁夏回族自治区教
育厅厅长郭虎说育厅厅长郭虎说，，作为经济欠作为经济欠
发达的西部小省区发达的西部小省区，，为了让占为了让占
全区全区 3737..88%%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少数民族学生、、
5252..33%%的贫困家庭学生以及残的贫困家庭学生以及残
疾儿童能够享受公平教育和高疾儿童能够享受公平教育和高
质量的基础教育质量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多多
年来年来，，福建携手宁夏福建携手宁夏，，探索出一探索出一
条新路条新路。。

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十几个农村娃十几个农村娃
娃娃。。这是所学校这是所学校？“？“不叫学校不叫学校，，
这是吉强镇泉儿湾教学点儿这是吉强镇泉儿湾教学点儿。”。”
固原市教育局局长虎玉赟告诉固原市教育局局长虎玉赟告诉
记者记者，，为了让宁夏南部山区的为了让宁夏南部山区的
农村孩子能离家就近读小学农村孩子能离家就近读小学
一一、、二年级二年级，，在福建省相关部门在福建省相关部门
的支持下的支持下，，固原市固原市 20102010 年全面年全面
启动启动““乡村教育点乡村教育点””示范工程示范工程。。
目前西吉县拥有这样的教学点目前西吉县拥有这样的教学点
8282 个个，，一千多名贫困家庭的娃一千多名贫困家庭的娃
全部享受全部享受““三免一补三免一补”。”。

““贫困人口太多贫困人口太多，，教育资源教育资源
有限有限，，强化西海固地区基础教强化西海固地区基础教
育育，，瓶颈问题不仅仅是资金缺瓶颈问题不仅仅是资金缺
口口。”。”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校长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校长
金存钰说金存钰说，，20032003 年在福建对口年在福建对口
帮扶资金援助下帮扶资金援助下，，宁夏六盘山宁夏六盘山
高级中学在银川建成高级中学在银川建成，，这是一这是一
所面向宁夏南部贫困山区招生所面向宁夏南部贫困山区招生
的全日制的全日制、、寄宿制高中寄宿制高中。。1212 年年
来来，，该校共招生该校共招生 2018720187 人人，，考入考入
本科院校本科院校 1359013590 人人，，为西海固为西海固
近万户农民家庭培养出了大学近万户农民家庭培养出了大学
生生，，现已有现已有 43004300 名农村户口大名农村户口大
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学生毕业参加工作。。

在大大的操场上在大大的操场上，，三五成三五成
群的学生在做分类运动群的学生在做分类运动，，有的有的
在轮滑在轮滑，，有的在酷跑有的在酷跑，，有的在跳有的在跳
街舞⋯⋯既然是职业技术学街舞⋯⋯既然是职业技术学
校校，，这些算是在学技能吗这些算是在学技能吗？？银银
川职业技术学院张晓沛院长川职业技术学院张晓沛院长
说说：“：“职业教育重在学习人生技能职业教育重在学习人生技能。。然而不同的地域然而不同的地域，，
办学教学理念不尽相同办学教学理念不尽相同。。结合地域特点结合地域特点，，我们从福建我们从福建
学习了新的办学理念和方式学习了新的办学理念和方式，，将将‘‘育人育人’’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一位，，技技
能教育能教育、、就业教育放在第二位就业教育放在第二位，，还引进实施了还引进实施了‘‘社团组社团组
织教育织教育’。”’。”

西海固地区的孩子西海固地区的孩子，，大部分家庭生活困难大部分家庭生活困难，，由于父由于父
母常年在外打工母常年在外打工，，不少孩子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不少孩子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不仅学不仅学
习能力弱习能力弱、、自理能力差自理能力差，，还容易沾染上一些恶习还容易沾染上一些恶习。。因此因此
福建前来援建的干部提出福建前来援建的干部提出，，在宁夏办职业教育要将在宁夏办职业教育要将““育育
人人””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一位。。同时同时，，他们创新性地采取两步走方他们创新性地采取两步走方
式式：：一方面采取社团组织教育一方面采取社团组织教育，，即按照学生爱好成立街即按照学生爱好成立街
舞舞、、轮滑轮滑、、酷跑酷跑、、服装设计服装设计、、装潢设计等大大小小装潢设计等大大小小4848个学个学
生社团组织生社团组织，，另一方面实行另一方面实行““订单式订单式””教学教学，，或请进来或请进来，，
或走出去或走出去，，到宾馆到宾馆、、餐厅餐厅、、车间直接施教车间直接施教。。

全新的办学理念全新的办学理念，，全新的教学方式全新的教学方式，，使银川职教连使银川职教连
续五年就业率在续五年就业率在 9595%%以上以上，，自自 20082008 年起年起，，每年向长三每年向长三
角角、、珠三角输送珠三角输送88万职教生就业万职教生就业。。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开发开发
西海固西海固‘‘脑矿脑矿’，’，不仅有利于巩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不仅有利于巩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
段教育成果段教育成果，，还能让更多贫困地区的优秀人才接受优还能让更多贫困地区的优秀人才接受优
质教育质教育，，开发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潜力开发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潜力。”。”郭虎说郭虎说。。数据数据
显示显示，，2020 年来年来，，福建先后在宁夏建学校福建先后在宁夏建学校 236236 所所，，培训教培训教
师师72517251人次人次，，派遣支教教师派遣支教教师1515批批953953人次人次。。

2020年年，，伴随的是一代人的成长伴随的是一代人的成长。。教育扶贫教育扶贫，，造就了造就了
今天新一代有知识的西海固人今天新一代有知识的西海固人，，西海固也就有了走出西海固也就有了走出
贫困的底气贫困的底气。。

编者按 1996 年，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实施

东西对口扶贫协作，决定由福建对口帮扶宁夏。

当年 11 月，福建成立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一场

跨越 2000 多公里的闽宁协作由此展开，一个以政府

援助、企业合作、社会帮扶、人才交流为主要内容

的协作模式日渐形成，“六盘山”和“闽江水”自此

紧密相连。

在“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

展”的指导原则下，闽宁协作扶贫“治标更治本”,

开展移民搬迁，解决饮水困难，援建医院学校，当

地居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输血更造血,发展扶贫产

业，引入先进理念，助推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增

强了宁夏经济的内生动力。闽宁协作 20 年，打造了

扶贫的“闽宁模式”，走出了一条东西协作的新路。

20 年过去了，曾经的茫茫戈壁，挺立起排排绿

树，昔日的连绵沙丘，建成了片片果园。素有“苦瘠

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已经旧貌换新颜。如今的

宁夏，大漠金沙、黄土丘陵、水乡绿稻、林翠花红交

相辉映，“塞上江南”名不虚传。

前不久，《经济日报》 记者来到宁夏，从银川

出发，途经中卫、吴忠、固原，从北到南又从南

到北，踏访宁夏大地，一路看到，从经济合作到

产业对接，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教育、

文化等多领域合作全面开花，所见所闻令人惊喜

和振奋。记者拍下一组组图片，记录下一段段文

字，努力呈现面貌一新的宁夏，希望和读者一起

感受“闽宁协作”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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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的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的
主商业街上主商业街上，，有一家专门售卖清真食品和有一家专门售卖清真食品和
用品的门店用品的门店。。这是清真食品用品电商平这是清真食品用品电商平
台台““回回集市回回集市””的的 OO22OO 线下体验店线下体验店。。走进走进
集市集市，“，“闽宁协作同心县电商服务中心闽宁协作同心县电商服务中心””的的
牌子映入眼帘牌子映入眼帘，，揭示了这一电商平台的独揭示了这一电商平台的独
特之处特之处。。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素以茶业闻名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素以茶业闻名，，
号称号称““中国茶都中国茶都”。”。而同心县地处宁夏中而同心县地处宁夏中
部核心地带部核心地带，，是全国建制县中回族人口比是全国建制县中回族人口比
例最高的县例最高的县，，素有宁夏经济素有宁夏经济““旱埠码头旱埠码头””之之
称称。。同心县的回族同胞传统经商意识强同心县的回族同胞传统经商意识强，，
当地特色产品丰富当地特色产品丰富，，但一直苦于没有平台但一直苦于没有平台
推广推广，，销售渠道单一销售渠道单一。。在闽宁两省区结对在闽宁两省区结对
帮扶政策指引下帮扶政策指引下，，同心县与安溪县于同心县与安溪县于 20122012
年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年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共同打造了闽宁协共同打造了闽宁协
作同心县电商服务中心作同心县电商服务中心。。

回回集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回回集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占生告诉记者何占生告诉记者，“，“回回集市从回回集市从 20152015 年年 66
月开始筹备月开始筹备，，安溪县为我们提供了资金安溪县为我们提供了资金、、
技术和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持技术和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持。。现在我们现在我们
已经搭建起了自己的技术团队已经搭建起了自己的技术团队，，对平台进对平台进
行维护和升级行维护和升级，，但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但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
安溪县还是随时会派人过来指导安溪县还是随时会派人过来指导。”。”何占何占
生表示生表示，，除了技术和资金除了技术和资金，，福建给宁夏带福建给宁夏带
来的最宝贵的是前沿的经营理念和经商来的最宝贵的是前沿的经营理念和经商
思路思路。。

经 过经 过 55 个 多 月 的 筹 备个 多 月 的 筹 备 ，，回 回 集 市 于回 回 集 市 于
20152015 年年 1111 月月 2727 日正式开业日正式开业，，目前网站和目前网站和
移 动 客 户 端 已 上 线移 动 客 户 端 已 上 线 。。 打 开 回 回 集 市打 开 回 回 集 市

（（www.huihuijishi.comwww.huihuijishi.com））的网站的网站，，首先看到首先看到
的便是回回集市的经营理念的便是回回集市的经营理念：“：“借力一带借力一带
一路一路··助力回商助力回商··买卖全球买卖全球”。”。在网站上同在网站上同
心特产心特产、、清真牛羊肉清真牛羊肉、、休闲食品休闲食品、、粮油调粮油调
味味、、工艺精品和穆斯林用品均有售卖工艺精品和穆斯林用品均有售卖。。在在
线下体验店线下体验店，，各种食品各种食品、、用品也陈列整齐用品也陈列整齐，，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机枸杞有机枸杞、、同心圆枣同心圆枣、、
清真牛羊肉清真牛羊肉、、小杂粮等产品已经打开了市小杂粮等产品已经打开了市
场场，，销量都不错销量都不错。。

用先进经营思路和技术手段服务同用先进经营思路和技术手段服务同
心建设心建设，，是建设回回集市最根本的出发是建设回回集市最根本的出发
点点。。除了销售产品除了销售产品，，回回集市还是闽宁协回回集市还是闽宁协
作同心县电商服务中心作同心县电商服务中心，，服务项目包括孵服务项目包括孵
化创业化创业、、本地生活本地生活、、互联网互联网++实体实体 OO22OO 商商
城城、、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电商培训电商培训、、仓储物流和互联仓储物流和互联
网金融等方面网金融等方面。。何占生介绍何占生介绍，，截至今年一截至今年一
季度季度，，已建成已建成 3030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个村级电商服务站，，举办举办
电商培训班电商培训班 66 期期，，培训人员培训人员 350350 人次人次，，培训培训
人员中从事电商创业的人员人员中从事电商创业的人员 5050多人多人。。

以电商服务为依托以电商服务为依托，，以回回集市为平以回回集市为平
台台，，让农产品让农产品““走出去走出去”、”、让优秀企业让优秀企业““触触
网网、”、”让老百姓选择电商创业让老百姓选择电商创业，，全面带动同全面带动同
心县域经济发展心县域经济发展，，是回回集市的愿景是回回集市的愿景。。依依
托这一平台托这一平台，，身在同心县身在同心县，，也能实现也能实现““买全买全
球球、、卖全球卖全球”。”。

作为一名籍贯福建的记者作为一名籍贯福建的记者，，来到宁夏来到宁夏
采访报道采访报道““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闽宁对口扶贫协作 2020 年年”，”，心里心里
免不了会多几分亲切感免不了会多几分亲切感。。

更为亲切的是更为亲切的是，，记者遇到的记者遇到的33位从福建位从福建
到宁夏挂职的副县长到宁夏挂职的副县长，，还都姓林还都姓林。。聊起在聊起在
宁夏挂职这两年宁夏挂职这两年，，33位县长颇为兴奋地打开位县长颇为兴奋地打开
话匣子话匣子，，还时不时冒出几句家乡话还时不时冒出几句家乡话。。

33 位副县长告诉记者位副县长告诉记者，，他们最大的心他们最大的心
愿愿，，就是帮助当地群众利用好现有资源就是帮助当地群众利用好现有资源，，形形
成既符合当地实际成既符合当地实际、、又能增收致富的特色又能增收致富的特色
产业产业，，让贫困地区自己会造血让贫困地区自己会造血、、能长肉能长肉，，打打
造造““造血式造血式””的扶贫协作体系的扶贫协作体系。。

挂职盐池县委常委挂职盐池县委常委、、副县长的林文福副县长的林文福
告诉记者告诉记者，，盐池的滩羊是中国地理标志产盐池的滩羊是中国地理标志产
品品，，肉质鲜嫩肉质鲜嫩，，营养价值高营养价值高；；食用菌食用菌、、小杂粮小杂粮
等农产品的品质也都等农产品的品质也都““响当当响当当”。”。不过不过，，这这
些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并不高些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并不高。。为了让这为了让这
些特色农产品尽快走上百姓餐桌些特色农产品尽快走上百姓餐桌，，林文福林文福
一边想方设法帮助当地发展特色农产品加一边想方设法帮助当地发展特色农产品加
工工，，一边抓紧市场调研一边抓紧市场调研，，和当地干部群众共和当地干部群众共
同探讨打响盐池农产品品牌同探讨打响盐池农产品品牌。。

在林文福的组织下在林文福的组织下，，20152015年年，，一场专门一场专门
推介盐池县特色农产品的推介会在福州举推介盐池县特色农产品的推介会在福州举
行行，，福州市近百名超市负责人参加了推福州市近百名超市负责人参加了推
介介。。福州天虹商城福州天虹商城、、兴福兴超市等现场签兴福兴超市等现场签
订了十余份意向合作订了十余份意向合作（（采购采购））协议协议。“。“产品有产品有
销路销路，，才能更好地发挥龙头企业才能更好地发挥龙头企业、、农村经济农村经济

合作组织和致富带头人的辐射作用合作组织和致富带头人的辐射作用，，带动带动
更多贫困群众一起致富更多贫困群众一起致富。”。”林文福说林文福说。。

在同心县挂职县委常委在同心县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的林副县长的林
育伟告诉记者育伟告诉记者，，同心县是农业大县同心县是农业大县，，农产品农产品
资源条件也不差资源条件也不差，，盛产优质玉米盛产优质玉米、、有机枸有机枸
杞杞、、油用牡丹等油用牡丹等，，还有大量的牛还有大量的牛、、羊羊、、家禽家禽，，
而且而且，，全县已经有全县已经有 3030 多家农产品深加工龙多家农产品深加工龙
头企业头企业，，产业体系已具备相当规模产业体系已具备相当规模。。

为了帮助当地打开农产品市场为了帮助当地打开农产品市场，，林育林育
伟决定发挥闽商伟决定发挥闽商““爱经商爱经商、、会经商会经商、、善经商善经商””
的传统的传统，，给宁夏的农产品加工装上电子商给宁夏的农产品加工装上电子商
务的务的““新引擎新引擎”。”。

20152015年年，，经过林育伟的协调经过林育伟的协调，，同心县相同心县相
关部门先后多次带领部分电商企业到泉关部门先后多次带领部分电商企业到泉
州州、、安溪安溪、、南安南安、、晋江以及宁夏各地晋江以及宁夏各地，，深入了深入了
解电商发展模式解电商发展模式、、创业培训基地建设创业培训基地建设、、电商电商
企业运营管理等情况企业运营管理等情况，，明确了电商产业发明确了电商产业发
展方向展方向。。同时同时，，借助闽宁对口帮扶的工作借助闽宁对口帮扶的工作
机遇机遇，，福建福建““茶多网茶多网””集团援助同心县开发集团援助同心县开发
了了““回回集市回回集市””电商平台电商平台，，并于去年年底正并于去年年底正
式上线式上线。。

挂职西吉县委常委挂职西吉县委常委、、副县长的林荣斌副县长的林荣斌
说说，，宁夏要从宁夏要从““脱贫脱贫””走向走向““致富致富”，”，最终还要最终还要
依靠本地人民群众自己的努力依靠本地人民群众自己的努力。。

为此为此，，林荣斌抓住当前大学生和农民林荣斌抓住当前大学生和农民
工返乡创业渐成趋势的机遇工返乡创业渐成趋势的机遇，，在西吉县创在西吉县创
办了闽宁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办了闽宁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并出台相关并出台相关

优惠政策优惠政策，，鼓励扶持农民工鼓励扶持农民工、、大学生和退伍大学生和退伍
军人返乡创业军人返乡创业，，特别是把在福建等地打工特别是把在福建等地打工
的创业能人和致富青年请到创业园的创业能人和致富青年请到创业园，，为其为其
创业搭建平台创业搭建平台，，加快形成带动优势和聚集加快形成带动优势和聚集
效应效应，，引领产业发展引领产业发展，，带领乡邻和周边乡镇带领乡邻和周边乡镇
群众致富群众致富。。

目前目前，，西吉县闽宁返乡农民工创业园西吉县闽宁返乡农民工创业园
的入驻企业达到的入驻企业达到1616家家，，解决就业解决就业500500多人多人，，
初步形成了初步形成了““公司公司++基地基地++农户农户++扶贫扶贫””的产的产
业发展模式业发展模式，，年纯利润年纯利润 20002000 多万元多万元，，已经已经
成为引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先行区成为引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先行区、、产业发产业发
展示范区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展示范区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处处乡音处处乡音，，片片情深片片情深。。作为老乡作为老乡，，我被我被
33 位位““林副县长林副县长””在宁夏一心为当地谋发展在宁夏一心为当地谋发展
的精气神所感动的精气神所感动。。我相信我相信，，宁夏的那山那宁夏的那山那
水那人水那人，，还有汗水泪水雨水还有汗水泪水雨水，，都将深深地印都将深深地印
在在““爱拼才会赢爱拼才会赢””的的““林副县长林副县长””的心中的心中，，那那
是浓浓的闽宁情是浓浓的闽宁情、、兄弟情兄弟情。。

永宁县闽宁镇位于宁夏首府银川市南
端，地处贺兰山东麓旅游观光带精华地段，是
宁夏百万亩葡萄文化长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福建和宁夏对口协作的窗口。20年前，
闽宁镇还是一片荒漠。如今，行走在闽宁镇，
一栋栋闽南风格的建筑错落有致，街道上车
辆穿梭，两侧商铺林立，显示了勃勃生机。

闽宁镇的建设始于贺兰山东麓荒漠的
开发。199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
从西吉、海原两县通过易地搬迁方式，陆续
在永宁县境内建立了玉泉营和玉海经济开
发区两处吊庄。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实施东西对口扶贫协作，决定由福建省
对口帮扶宁夏。1997年，福建、宁夏两省区

第二次联席会议确定共同投资在吊庄移民
点成立闽宁村，作为两省区合作的窗口和
平台，2001 年在闽宁村的基础上成立了闽
宁镇。

从一片戈壁荒滩到生态移民示范村
（镇），闽宁镇人的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跃。

居民苏玉莲的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
原市西吉县偏城乡，当年他们刚搬到闽宁
镇时，见到的也是一片戈壁荒滩。

“政府为每户免费提供 8 亩地，其中宅
基地 2亩，种植用地 6亩。我们就用这些地
来种葡萄、枸杞，养牛养羊。”苏玉莲说。现
在，他们一家 11 口人住在一起，新房 2003
年建成，面积约500平方米。

在闽宁镇，像苏玉莲这样的生态移民
还有很多，依靠勤劳的双手和政府的支持，
他们从扬黄灌溉入手，修建扬水泵站和灌
溉渠系，将荒漠推整为农田，配套的交通、
电力、教育、卫生、文化等基本公共设施也
逐渐建立起来，在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功
能完备、配套齐全、民族融合的特色小城
镇。永宁县扶贫办副主任苏国强介绍，如
今闽宁镇有 3 个幼儿园、9 所小学和 2 所中
学，闽宁镇的居民享受 20 多项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生活其乐融融。

现在闽宁镇已经成为我国贫困地区通
过对口扶贫协作走向全面小康的成功典
范，成为对口扶贫协作“闽宁模式”的一
个样板。未来，闽宁镇的目标是努力把闽
宁镇打造成为独具特色的移民样板镇，并
且加强与闽商合作，把闽宁镇建设成为小
商品集散地。人们有理由相信，越来越多
的“苏玉莲”会在这片土地上勤劳致富，将
东西协作的佳话一直传下去。

“ 宁 夏 处 处 听 乡 音 ”
——福建在宁夏挂职的三位“林副县长”谈扶贫心愿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戈壁滩上崛起闽宁镇
本报记者 周明阳

同 心 打 造 网 上 集 市
本报记者 周明阳

走进彭阳县长城塬村的闽宁现代食用菌产走进彭阳县长城塬村的闽宁现代食用菌产
业业示范园示范园，，记者看到记者看到，，一座座现代化温棚里一座座现代化温棚里，，蘑菇蘑菇
长势喜人长势喜人。。这个由福建省投资这个由福建省投资 245245 万元万元、、带动当带动当
地投资地投资 16001600 万元的园区万元的园区，，是宁夏乃至西北地区是宁夏乃至西北地区
现代化程度最高现代化程度最高、、规模最大的食用菌产业示范基规模最大的食用菌产业示范基
地地，，已建成智能温控出菇室已建成智能温控出菇室 16001600间间，，日产各类鲜日产各类鲜
菇菇 1515 吨吨，，实现年产值实现年产值 80008000 万元万元，，项目区农民人项目区农民人
均年增收均年增收 30003000 元元。。村民段巧娥过去以种田和村民段巧娥过去以种田和
打零工为生打零工为生，，收入有限收入有限，，生活艰苦生活艰苦。。现在在产业现在在产业
园的福泰菌业公司上班园的福泰菌业公司上班，，每月工资每月工资 20002000 多元多元，，
她高兴地说她高兴地说：“：“收入提高了收入提高了，，生活也好了生活也好了。”。”

彭阳本无菌草彭阳本无菌草，，菌草产业是闽宁产业协作菌草产业是闽宁产业协作
的成果的成果。“。“菌草技术在彭阳的引种成功菌草技术在彭阳的引种成功，，打破了西打破了西
海固地区以粮为主的传统种植模式海固地区以粮为主的传统种植模式，，开辟了一条开辟了一条
高效农业之路高效农业之路。”。”彭阳县农牧局局长李世峰说彭阳县农牧局局长李世峰说，，
19961996 年闽宁两省区确立对口帮扶关系年闽宁两省区确立对口帮扶关系，，19971997 年年
福建农林大学就派菌草技术扶贫工作队到彭阳福建农林大学就派菌草技术扶贫工作队到彭阳
县县。。针对当地土壤气候条件针对当地土壤气候条件，，菌草技术扶贫工作菌草技术扶贫工作
队的专家教授进行了反复研究试验队的专家教授进行了反复研究试验，，推出适合本推出适合本
地种植的产品地种植的产品。“。“菌草技术是一项投资少菌草技术是一项投资少、、见效见效
快快、、产出率高的产业产出率高的产业。。按照技术规程操作的农按照技术规程操作的农

户户，，当年即可收回投资并获利当年即可收回投资并获利，，第第 22 年投入产出年投入产出
可达可达 11∶∶44 以上以上，，一个占地一个占地 120120 多平方米的菇棚多平方米的菇棚，，
年收入可达年收入可达 40004000 元至元至 70007000 元元，，相当于相当于 2020 多亩多亩
粮食作物的收入粮食作物的收入。”。”李世峰说李世峰说。。

为了降低农民种植菌草成本为了降低农民种植菌草成本，，加快农民脱贫加快农民脱贫
致富步伐致富步伐，，近年来福建农林大学专家教授又发明近年来福建农林大学专家教授又发明
了利用废弃窑洞种植菌草的技术了利用废弃窑洞种植菌草的技术。。农民无需建农民无需建
大棚大棚，，利用废弃的窑洞就能种植利用废弃的窑洞就能种植。。这一技术这一技术，，大大
大降低了产业门槛大降低了产业门槛，，推动了彭阳菌草规模化产业推动了彭阳菌草规模化产业
发展发展。。据了解据了解，，福建扶贫干部和专家教授还与当福建扶贫干部和专家教授还与当
地干部群众一道地干部群众一道，，引进珍稀食用菌良种引进珍稀食用菌良种，，形成一形成一
年种植八茬的食用菌周期生产模式年种植八茬的食用菌周期生产模式，，并探索出快并探索出快
速降温保鲜和真空包装的配套技术速降温保鲜和真空包装的配套技术，，极大地提高极大地提高
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如今如今，，菌草种植已成为彭阳县闽宁对口扶贫菌草种植已成为彭阳县闽宁对口扶贫
项目中群众受益最大的项目项目中群众受益最大的项目。。不仅如此不仅如此，，菌草种菌草种
植还在宁夏其他地方推广植还在宁夏其他地方推广。。据统计据统计，，闽宁对口扶闽宁对口扶
贫协作贫协作 2020 年来年来，，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先后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先后
派出派出 1515 批批 205205 名技术人员到宁夏传授菌草技名技术人员到宁夏传授菌草技
术术，，发展菇农发展菇农 11..77 万户万户，，种菇种菇 11..77 万棚万棚，，带动农户带动农户
户均增收户均增收 80008000元元，，增加就业增加就业 22..2828万人万人。。

小 蘑 菇 造 福 黄 土 地
本报记者 拓兆兵

① 吴忠市同心县安溪

中学，福建籍援宁教师郑清

强正在给学生上课。

杨文扬摄摄

② 在吴忠市同心县的

清真电商平台“回回集市”，

同心县普惠技能培训学校校

长冯思语展示平台网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明阳摄摄

③ 由移民点演变来的闽宁镇如今房屋整

齐、树木繁茂、群众安居乐业。图为村民家种植的

枸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明阳摄摄

④ 宁夏新坐标鞋服事业有限公司位于固原

市隆德县闽宁扶贫产业园区，是隆德县重点招商

引资企业。图为新坐标鞋服事业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学慧摄摄

⑤ 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援建的宁夏吴忠市

盐池县南苑新村是闽宁合作建设的现代新农村典

型之一。图为南苑新村村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拓兆兵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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