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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金沙县平坝镇积极发展生态农业

乡村瓜果香 山城远客来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刘太华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
光。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兰江畔
稻花香……”明媚的阳光下，一群身
着艳丽裙装的老人，伴着欢快的乐
曲，在宽阔平坦的广场上翩翩起舞，
赢来游客阵阵掌声，给春寒料峭的
长白山区平添出浓浓的暖意。

这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光东村紧邻
海兰江，辖6个自然屯，由于地处偏
远的东北边陲，光东村祖祖辈辈都
过着穷日子。生活环境也很差，走
的是灰土路，用的是露天旱厕。晴
天苍蝇乱舞，臭气熏天；雨天遍地泥
泞，污水四溢。

如今，光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宽阔平坦的水泥路修进了
村里，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村民健身
有门球场、文化广场。

“现在我们家家户户都用上了
室内卫生间，晚上还能冲热水澡！”
村民宋明玉领记者去看自家的卫生
间，只见卫生间安装了热水器、抽水
马桶，不仅方便，而且卫生。东城镇
党委副书记李今花说，为落实好“厕
所革命”，2015 年 11 月，镇里安排
了 350 万元扶贫资金，对光东村
210 户村民室内卫生间实施改造。
截至目前，除3户空房暂未施工外，
其余207户全部改造完成。全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程同步启动，目前，
160户净化槽已全部投入使用。

在生活环境大大提升的基础
上，光东村品牌农业、休闲农业也有

了可喜的进步。
光东村成立了“民宿旅游农家

乐”专业合作社，还积极与社会旅游
公司合作。游客在农户家住宿，每
晚收费两三百元，全部归户主所
有。按照协议，村民还为游客表演
朝鲜族舞蹈，每演一场，旅游公司支
付 400 元，其中 300 元作为演员报
酬，100 元上交村集体用作公益事
业。去年每位演员因此增收 4500
元，村集体增收 5000 元。每年年
终，旅游公司还向村集体回馈 3 万
元。“去年光东村旅游收入 218 万
元，接待游客27万人次。现在游客
越来越多，舞蹈每天至少要演一次，
今年旅游收入会更多。”光东村驻村
扶贫第一书记玄杰介绍说。

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光东村
有机水稻种植面积发展到 127 公
顷。56 个贫困户通过土地入股的
形式，加入光东村淳哲有机大米专
业农场，实现了合作共赢。

“如今我们的‘吗西达’牌大米
每公斤销售价格卖到15元，新开发
的精品大米礼盒每公斤卖到 100
元。价格比以前提高很多，订单反
而比以前多很多。”2009 年从日本
留学毕业返乡创办淳哲有机大米专
业农场的金君高兴地说。

目前，光东村淳哲有机大米专
业农场已流转水田 63 公顷。随着
有机大米生产线机器的隆隆轰鸣，
浓郁的米香飘过海兰江，造福了农
家人。

吉林和龙市光东村

环境优美稻米香
本报记者 黄俊毅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近年
来，陕西省宝鸡市围绕“留”人才、

“吸”人才、“派”人才狠下功夫，吸引
各类人才向乡村聚集。在多元化人
才策略的助推下，2017年，宝鸡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209元，
增加幅度达 9%。广袤的乡村，正成
为人才大展宏图的新高地。

“留”人才
本土能人扎下“根”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完善以中央农业广播电
视学校系统为主的“一主多
元”培育体系，并广泛开展电
子商务培训

宝鸡乡间有志向、有能力的人不
少，但由于政策和市场环境等因素，
以前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

通过专业化技能培训实现农村
人才职业化，是宝鸡市留住农村本土
人才的一个重要抓手。

凤翔县城关镇马村29岁的小伙
子杨博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扎
下“根”发展。这几年，他依靠种植树
莓鼓起了腰包，不但自己年收入达
160万元以上，还带动周边不少村民
富裕起来。很多人都说杨博是个人
才，他却回答说：“我就是个农民，是
个‘职业农民’。”

可别小看了农民前面的“职业”
二字，杨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前几年，杨博大学毕业后本来准备去
外地工作，但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

他了解到树莓的“钱景”。随后，在农
业部门支持下，他学会了树莓剪枝、
防虫等一系列技术，继而放手大干起
来。如今，尽管他的树莓园已经达到
上百亩，经济效益也一路看好，但他
依然雷打不动地参加当地定期举办
的农业种植培训班。“每次3天，每年
4次，2017年政府组织的培训我一场
没落下。”杨博说，持续稳定的发展前
景让他乐得选择在家乡扎根。

像杨博这样的职业农民正在成
为宝鸡乡村一道亮丽的人才风景
线。近年来，宝鸡全面组织实施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完善了以中央农业广
播电视学校系统为主的“一主多元”
培育体系，建立了专家教授、农技员、
乡土人才“三位一体”的“教师”队伍，
共计培育职业农民 7650 名，分级累
计认定新型职业农民 2952 人，其中
初级职业农民 2399 人，中级职业农
民496人，高级职业农民57人。

为培训出更多的“宝鸡造”人才，
近年来宝鸡在农村广泛开展电子商
务培训，全市开办网店3588个，上线
商品 1200 余种，经营服务网点覆盖
全市80%的村，一大批宝鸡电商人才
脱颖而出，据统计，仅 2017 年，宝鸡
全市电商交易额就突破了15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宝鸡在农村
广泛开展了种植、养殖、烹饪、美容、
刺绣、家政机械加工、酒店管理等专
业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宝鸡市已举
办各类专场培训762场次，培育出不

少农村专业人才。这些人在农、林、
牧、渔等多个领域扎下根来，正在发
挥出巨大的“领头羊”作用。

“引”人才
外来精英结硕“果”

当地政府在资源、资金
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吸引
众多农业科技人才进入“三
农”领域

在宝鸡市陇县，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教授李广，被老乡们亲切地称为奶
山羊“催奶师”。原来，李广和一批高
科技人才在陇县奶山羊实验示范基
地培育出的优质奶山羊，日均产奶量
可达4.7公斤以上。

“别看奶山羊几乎都长一个样，
但是产奶量却大不一样。如今我们
陇县奶山羊存栏量已经达到12万只
以上，高品质奶山羊对我们县来说意
义重大。”陇县畜产局局长王拴成说。

的确，对于当地奶山羊养殖户来
说，同样是养羊，“钱景”却大相径庭：
养一只萨能奶山羊，日产鲜奶 2.1 公
斤以上，每年产奶 300 天；养一只关
中奶山羊，日产鲜奶 1.8 公斤以上，
每年产奶290天；如果养的是本地杂
交奶山羊，日产鲜奶仅有 1.2 公斤，
每年产奶260天。可以想象，如果大
面积推广日产 4.7 公斤的新品种奶
山羊，对于陇县来说，将是一次巨大
的产业变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众多农
业科技人才进入“三农”领域，让宝鸡
乡村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李广说，
很多科研工作者并不觉得到乡村工
作是“放下身段”，因为当地政府在资
源、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可以
让大家一展抱负，学以致用。

被宝鸡吸引来的人才，正在深刻
改变着宝鸡农村的生产格局。近年
来，宝鸡依托“宝鸡市科技创新攻关
同盟”，充分吸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京学院、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宝鸡
职业技术学院等大中专院校师资、技
术人员等力量，通过人才“引领”“推
动”和“加力”，精细打造“中国蜜都”

“眉县猕猴桃”“千阳苹果”等著名品
牌，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
活力。

“派”人才
千方百计施好“肥”

每年在全市农业系统选
派 1000名农业科技干部，帮
扶 1000 个农业园区（合作
社、种养大户）

每一个乡村人才犹如一个“点”，
如何让这些“点”连成“线”、组成

“面”，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近年
来，宝鸡市采取“以上至下”的方式，
让更多人才走进乡村。

近几年，宝鸡针对农村人才匮乏
问题，实施了农业科技下乡服务“双
千”活动，即每年在全市农业系统选
派1000名农业科技干部，帮扶1000
个农业园区（合作社、种养大户），通
过科技扶持带动产业发展。2015年
以来，宝鸡市进一步扩大“人才”派出
范围，共派出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科
技人才141人，为近200个农业新型
经营主体解决技术难题 3000 多个，
提供各类咨询服务信息 5000 余条，
为服务对象增收节支近8000万元。

同时，宝鸡市还大力建设农村基
础设施，使农村发展环境日臻完善。

从乡村人才最关心的交通问题
做起。宝鸡市交通部门近年来投资
25.8亿元，完成建制村通畅工程 835
公里，连通公路联网工程2404公里，
通村公路完善工程 1929 公里，让全
市建制村农村公路畅通率达99.9%。

从乡村人才最“头疼”的融资难
题做起。近年来，宝鸡市通过专项补
贴、与金融机构合作等方式，逐年加
大对乡村人才的支持扶持力度。以
中国邮储银行宝鸡分行为例，该行拿
出 1000 万元资金，对宝鸡市符合条
件的职业农民进行金融信贷支持。

业内人士认为，众多的产业人
才、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汇聚到
广袤的乡村大展宏图，必将使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越来越多，乡村产业越来
越旺。

陕西宝鸡市吹响人才“集结号”

让各类人才在乡村大展宏图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孙海涛

乡村振兴离不开各类

人才，如何让人才引得来、

留得住、派得出？陕西省宝

鸡市通过实施多元化人才

策略，吸引各类人才向乡

村聚集，让广袤的乡村成

为人才大展宏图的新高地

宝鸡农业专家（左前）向果农教授丰产技能。 （资料图片）

宝鸡市农业专家向职业农民推广新型耕地机。 （资料图片）

在青岛市即墨区金口镇凤凰
村，68岁的村民杜希义后院里大片
碧绿饱满的萝卜让前来旅游的市民
郭浩爱不释手：“这么新鲜无公害的
萝卜城里可不多见，大爷，我能买点
你的萝卜吗？”

杜希义闻声从自家后院一口气
拔了 12 个萝卜，一股脑塞给郭浩，

“我这萝卜都是从养鱼种莲的蓄水
池里引水浇灌的，鲜脆可口，你喜欢
就拿回去尝尝”。

“蓄水池？污水处理站旁边那
个？”郭浩心里开始犯嘀咕，村口指
示牌上显示有个莲花池，池旁就是
污水处理站，会不会影响莲花池的
水质？

杜希义仿佛看出了郭浩的不
安，割开一块萝卜塞进嘴里“嘎巴
嘎巴”地嚼起来。“别看我们在农村，
但污水处理站里可都是高科技设
备，这边机器检测出结果的同时区
环保局就会有数据显示，达到一级
A 标准才会流出，处理后的污水水
质清澈，没有异味。夏天蓄水池的
莲花开得娇艳欲滴，鱼儿游得可欢
畅了。”杜希义说。

让杜希义引以为傲的污水处理
站占地 100 平方米，采用一体化设
备，利用厌氧好氧生物膜水处理技
术，具有强化脱氮除磷污泥处理及
减量化功能，每日可处理生活污水
40吨。

“为了保留村庄古韵，镇上为每
户都铺设了污水处理管线，厕所水、
厨房水、洗澡水‘三水’通过沉淀池

直接进入支管，再汇集流入污水处
理站。随后经过调节池、生化反应
池、沉淀池、消毒池等层层过滤，达
标后的中水可以用做景观水系、绿
化灌溉等。”金口镇园林环卫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李田先介绍，污水处理
工程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必须速
战速决，村里最多17支队伍同时动
工，使整个工程不到 4 个月就全部
完工。

2016 年，凤凰村成为即墨区
“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工程”首
批建设村级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的精
品示范村之一，该村将生活污水处
理工程与村庄改厕同步进行，先后
建设污水处理站 1 座，铺设管道
6500 米，建设三格式化粪池 176
个，建设户沉淀井143个。

“上厕所不用挑粪了，河里的水
循环起来了，家门口酸臭刺鼻的垃
圾场改成了风亭广场，每天早上打
开门看着整洁明亮的街道就觉得心
情好。”杜希义生于斯长于斯，见证
了这个沉睡600多年的老村落如何
一天天苏醒，变得生机勃勃起来。
他介绍，原来村口处被不少村民用
来养牛，牛粪踩得到处都是。如今，
那里摇身一变成为“牛栏茶室”，几
张桌椅、两套象棋、一壶热茶，让村
民劳作后有了歇脚的好地方。“如今
俺凤凰村，现代化基础设施已经很
完备了，每天走在老石条路上，欣赏
着精美的细缝花墙和各类小景点，
俺们老百姓感觉可幸福了。”杜希
义说。

青岛即墨区凤凰村

莲花池水浇出鲜脆萝卜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耀泽

环境整治山乡变了样

春到山村，重庆市南川区农村人居环境美如画。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

貌，该区先后完成了21个乡镇34个村的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全区70%

以上生活垃圾实现集中处理，使农村环境大变样。 瞿明斌摄

“在满目青翠的绿色植被里深
呼吸，听着潺潺流水和鸟鸣，享受一
段轻松的美好时光。”近日，在广东
工作的李胜刚回到老家贵州省毕节
市金沙县西洛街道，带着全家老小
来到平坝镇西洛湖边度假，一家人
划船、钓鱼，玩得不亦乐乎。

西洛湖拥有980亩水域，蓄水量
775 万立方米，积雨面积 40 多平方
公里，不但周围的自然环境好，生态
养鱼的规模也小有名气。

“我们在湖边创办了集生态养
鱼、经果林、休闲避暑、观光、餐
饮、垂钓为一体的贵州腾盛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光鱼塘就有 10 多亩，
每天来钓鱼的人络绎不绝。”平坝
镇贵州腾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毛祖腾说。
过去，西洛湖很多村民利用水

库、江河发展网箱养鱼，当地生态环
境遭到严重破坏。

近年来，平坝镇党委、政府取缔
了网箱养鱼，加强水污染治理，采用
招商引资和鼓励当地村民发展生态
农业的方式，引导投资者和村民在
西洛湖下游挖塘发展深水生态养
鱼，不仅当地村民收入大增，还修复
了生态环境。

平坝镇不仅生态养鱼搞得好，
经果林也在快速发展。

该镇以西洛湖为依托，在平庄、
双兴和金塔 3 个社区推进优质经果
林产业，引进贵州万美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金沙恒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卢塘甜柿科技有限公司等
12 家龙头企业，并组织当地群众发
展特色经济林，建设了西洛湖经果
林和中药材金银花基地，带动休闲
观 光 采 摘 体 验 旅 游 ，促 进 了 经 济
发展。

“前几年种下的猕猴桃和葡萄，
结出的果实又大又甜，既可以观赏，
又可以边摘边吃，味道清香，安逸得
很。”到西洛湖采摘葡萄的重庆游客
张女士说。

如今，平坝镇党委、政府积极争
取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农村部
千亿斤粮食产能和财政“一事一议”
等农业项目，支持农业企业基础设
施建设，新硬化沿湖水泥路13公里、
机耕道 4公里、人行便道 11公里，构

成湖两岸网状通道，基础设施得到
大力提升。

平庄社区党总支书记吴永才介
绍：“农业基础条件改善了，农业企
业自然就找上门来了，现在社区已
流转 1000 多亩土地，种上了桃子、
李子、葡萄等水果，水果成熟时，周
边许多游客都开车来采摘。”

“近年来，我们围绕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以打造‘田园综合体’
为重点，以西洛湖为核心，大力发展
生态养鱼，年产值达 3000 万元；在
湖周围的金塔村，以及平庄、双兴等
社区推进优质经果林产业发展，着
力建设西洛湖特色经果林基地，有
力促进了群众持续增收。”平坝镇党
委书记王珠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