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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野千年药乡冶甘肃定西市
陇西县袁 琛蓝生物陇药国际化产
业基地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袁 药材
种植基地农户新挖的中药材堆成
了野小山冶袁而药材市场的交易场
面更是热闹非凡袁 处处可以感受
到这一特色支柱产业给群众带来
的变化遥

近年来袁陇西以打造野中国药
都冶为目标袁按照全产业链打造尧
全过程监测尧 全生命周期服务的
理念袁 突出中医药产业向大健康
产业转型的鲜明导向袁 全力创建
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
核心区遥 陇西县福星镇万亩中药
材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的梯田
上袁54 岁的村民王刚正往三轮车
上装刚挖出的黄芩袁他告诉记者袁
往年他家种的药材少袁 自己要挖
20 多天遥 今年他种植了 20 亩各类
中药材袁 用机械几天就可全部采
挖完袁野这些药材都是按照标准化
种植袁 在市场上销得快袁 价格也
高冶遥

近年来袁陇西县突出野有机尧
绿色尧道地冶品牌袁狠抓绿色标准
化基地建设袁采取野公司牵头建基
地尧协会搭桥连农户尧技术部门搞
指导尧乡镇配合抓面积尧县里适当

拿补助冶模式袁每年筹措专项扶持
资金 400 多万元袁鼓励企业通过土
地流转和野公司+基地+农户冶等方
式建立药源基地袁 引导药农推广
应用无公害种植尧 秸秆生物反应
堆等技术袁 充分保障药农特别是
贫困户的收益遥

在陇西县马河镇卜家渠村袁
王西荣家的二层小楼显得格外耀
眼遥 但前些年王西荣一家四口人
曾因学因病致贫遥 为了帮助他家
脱贫致富袁 村里为他量身定制了
养殖脱贫计划遥 野帮扶干部帮我引
进了西门塔尔母牛袁 镇上的技术
员也常来给我培训袁 我的牛群不
断扩大袁 今年就多产了四五头牛
犊遥 冶王西荣高兴地说遥 去年 10 月
份袁王西荣一次性出售了 6 头牛袁
丰厚的回报使他信心倍增遥 今年
他在自家承包地里种植了 5 亩柴
胡尧党参遥 在流转的 13 亩地里种
植了甜高粱尧红豆草尧玉米等农作
物袁 为下一步扩大养殖规模储备
饲草料遥

王西荣是陇西县特色产业脱
贫致富的一个案例遥 该县提出的
野草畜一体化袁 再大的困难也不
怕冶野户均两头牛袁 脱贫不用愁冶
野两亩药材三亩薯袁致富路上快步

走冶袁 真正把依靠发展种草养畜尧
特色种植增收脱贫的意识渗透到
群众心里袁 把发展产业的各项措
施落实到千家万户遥

如今袁 全县种养产业收入占
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48%袁占
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0%遥有
3.2 万人依靠发展种养产业实现脱
贫袁 贫困户发展产业的覆盖面达
到 80%遥

在马河镇杨营村的食用菌大
棚里袁56 岁的杨龙边采摘香菇边
向大家介绍种植经验袁野种香菇一
定要勤快袁 这些香菇如果不及时
采摘袁 等级就会下降袁 影响收
入冶遥 杨龙之前住在杨营村岔门
社袁地处大山之上袁交通不便袁生
产生活条件差袁 日子过得紧巴巴
的遥 2017 年袁镇政府在川区的杨
营社规划了一个易地搬迁点袁帮
助生活不便的群众搬下来遥 政府
部门还修建了集中养殖区和 26
座易地搬迁户食用菌大棚袁 鼓励
搬迁户走 野种养+食用菌+劳务冶
的产业发展之路遥 据了解袁野十三
五冶 期间陇西县共实施易地扶贫
搬迁 3253 户 13937 人袁全部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遥

李琛奇

荨近日袁在
浙江省 温岭市
滨海镇 五一塘
蔬菜基地袁菜农
正在收 获西蓝
花遥 滨海镇是温
岭东部 沿海的
农业大镇袁为满
足节后 消费需
求袁菜农趁晴好
天气抢收蔬菜袁
保障市场供应遥

郑玲富摄

荩 2 月 17
日袁 四川省眉山
市仁寿县怀仁街
道吊庆社区的果
农们正在对樱桃
树进行疏花遥 连
日来袁 吊庆社区
的 2400 亩 樱 桃
花到了盛开期袁
果农们抓紧时机
对樱桃树进行疏
花袁 以确保产量
和品质袁 为增产
增收打好基础遥

张艳玲摄

蘑菇棚里话丰年
气温回升袁天气转暖袁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乐安

街道东王村的蘑菇大棚里一派忙碌景象袁 村民们开
心的笑脸映照出又一个丰收年的到来遥

野咱这蘑菇是平菇的一种袁现在看来长势很好浴
一遍摘过去袁就能摘 1500 多斤遥 冶64 岁的东王村村民
许凤梅趁着农闲时节来做临时工袁 采摘已经成熟的
蘑菇袁 小心翼翼地放到周转箱里袁 一天能挣 100 多
元袁她很是开心遥

春节前夕袁 东王村为全村 715 口人每人分发两
斤蘑菇和两棵大白菜遥 村里老少爷们儿早早地来到
蘑菇大棚排起野长龙冶袁等待领取野蘑菇福利冶遥 大家你
一言我一语袁话匣子里表露出东王村的大变化遥

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袁 东王村发生了不少
变化袁 全村 635.42 亩土地全部流转到合作社袁 按照
800-1000 元/亩的标准给农户支付流转费遥 2020 年袁
东王村联合周边中赵村尧大尧村袁由东王村党支部领
办袁按照野农场垣合作社冶模式建设标准化蔬菜示范大
棚项目遥 目前袁项目一期已投入使用袁预计可实现收
益 40 万元袁为中赵村尧大尧村和东王村村集体每年
至少增收 5 万元袁 并带动周边 5 个村庄的蔬菜产业
发展遥

目前袁东王村平菇大棚已经进入盛产期袁每天产
量在 1000-1500 斤袁每天收入在 3000 元左右袁预计
到正月十五可以实现收入 6 万元遥 正在采摘蘑菇的
东王村村民王清华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院野俺的土地流
转给合作社了袁我这是在合作社打工袁俺一年收入两
份钱袁比只种地好多了遥 冶

像王清华一样袁东王村有 50 多人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袁蘑菇这把野致富伞冶越撑越大袁野乘凉冶的村民越
聚越多袁村民们的钱包越来越鼓遥

村集体经济发展了袁 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尤为
重要遥 为了让老年人安享晚年袁东王村投资 35 万元
建起了村幸福苑袁 老人们在这里读书看报尧 打牌下
棋尧健身娱乐曰投资 6 万元建起了野一元餐厅冶袁68 位
老人和重度残疾人袁只要交上 1 元钱袁就能在这里吃
上可口的午饭袁让老年人感受到了温暖遥 刘一明

“苦口良药”成致富“蜜方”
野去年 10 月初下的种袁3 月出苗袁4 月移栽遥 冶立

春后袁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李家镇青林村的向秀华袁
每天都要到儒草园川贝苗圃查看一次遥 作为苗圃管
理员袁她要随时关注苗圃土壤的温度尧湿度袁以保证
种子的发芽率遥

2018 年袁在野万企帮万村冶活动号召下袁四川儒草
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李家镇青林村先后投资 1000
万元发展中药材种植遥 3 年来袁青林村党支部与公司
共同探索推行 野党支部垣公司垣农户冶 的抱团发展路
径袁辐射带动 200 余名农户增收致富遥

野主要种植川贝尧半夏尧白芨 3 种中药材袁投产
后袁可带动周边农户年均增收 4 万元遥 冶儒草园川贝
种植基地项目负责人余朝辉介绍袁基地建成后袁公司
制定了产业规划袁发动分散的农户以土地尧劳务尧资
金等入股袁让农户通过流转土地尧优先务工等方式参
与生产经营袁获取稳定收入曰同时袁青林村集体经济
组织也通过收取承包费尧 服务费等同步增加村集体
经济收入遥

像向秀华这样长期在基地务工的袁全村有 41 户
200 余人袁其中不少曾是贫困户遥 刘德聪就是其中一
位遥 野我家情况特殊袁上有老尧下有小袁都离不开人照
顾袁加之我自己常年腿疼尧干不了重活袁不能外出务
工袁只能在家门口想办法挣点钱遥 冶刘德聪告诉记者袁
自从村里建起了川贝产业园袁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袁他
和老伴两人在基地务工每月能挣 4000 多元袁加上土
地流转费用袁2020 年收入超过 3 万元遥

青林村党支部书记罗荣昌介绍袁2020 年袁 基地
200 亩半夏成熟采收袁实现产值 600 万元曰川贝 3 年
一采收袁平均亩产值将达 20 万元遥 野苦口良药冶成致
富野蜜方冶袁日益发展壮大的中药材产业袁让村民与企
业在合作中实现双赢袁 更激发了青林村村民追求美
好生活的动力遥 张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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