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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脐橙上市助增收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是脐橙种植大县遥 近年来袁该

县着力改良脐橙品种袁种植在春季成熟的伦晚尧中华红
等新品种脐橙袁 与传统秋冬季成熟的脐橙实现错季销
售袁受到消费者青睐遥 目前袁该县春季脐橙种植面积已突
破 10 万亩袁产量突破 18 万吨袁有效促进果农增收致富袁
助力乡村振兴遥 郑家裕

生态养羊助农“发羊财”
为转变养殖业发展方式袁安徽省界首市芦村镇在发

展绿色养猪尧养鸡尧养鸭的同时袁重点鼓励引导养殖户发
展以养羊为主的草食畜牧业和节粮型优质养殖遥 安徽省
界首市养殖户张涛联合两家农户成立张涛家庭养殖农
场袁投资 300 余万元在李寨村租地建起 5 座大棚袁从山
东引进优良波尔山羊尧淮山羊 4000 余只袁采取野基地垣合
作社垣农户冶的养殖方式袁帮助农户靠生态养殖实现增收
致富遥 穆从田

草莓小镇的“莓”好生活
位于山东半岛的乳山市乳山寨镇袁是远近闻名的草

莓小镇遥 近年来袁当地通过扶持草莓种植专业合作社尧引
进高端农业项目尧培育专业人才等举措袁推动草莓产业
向规模化尧标准化尧品牌化发展遥 目前袁乳山寨镇草莓种
植面积达 4000 亩袁年产值 1 亿元袁草莓产业已成为当地
有序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遥 郭绪雷

山改地做足“美丽经济”文章
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潜村的荒山坡经过 3 年野山

改地冶项目改造袁目前 230 余亩梯田里油菜花盛开袁每天
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踏春赏花遥 接下来袁当地将依托
农业观光热的野东风冶袁持续做足野美丽经济冶文章袁通过
套种应季果蔬袁带动周边村庄乡村旅游业发展袁激发乡
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遥 胡肖飞

千人学手艺 草编经济越搞越红火
说起刘春香走上草编路尧 改变自己的命运和改善

家庭经济现状的往事袁有野吉林巧姐冶之称的周艳文跟
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院2016 年袁她到长春参加了由吉林
省妇联和长春市妇联组织的野吉林巧姐冶培训班学习草
编技术遥 学成回来后袁她组织当地留守的农村妇女袁免
费传授草编技术袁刘春香就是那个时候参加的培训班遥
在这期间袁刘春香的孩子生病需要住院治疗袁周艳文主
动借给她 2000 元帮孩子看病遥 孩子出院后袁刘春香还
了 1000 元袁余下的欠款袁就用草编产品顶了账遥 从此袁
刘春香心中靠双手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愿望越来越强
烈遥 通过几年努力袁如今刘春香全家一年的收入在 5 万
元以上袁刘春香本人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创业能手遥 像刘
春香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袁目前袁已经有超过 6000 名
农村妇女接受了周艳文的草编技术培训袁 草编经济在
吉林大地上开始火起来遥

稻草变钞票 致富道路越走越宽阔
周艳文告诉记者袁 草编已经不是妇女茶余饭后的

野消遣冶袁它已成为促进妇女就业尧家庭创收的产业袁一
些专业合作社顺势而起袁前景广阔袁路越走越宽遥

周艳文于 2016 年创立了榆树市巾帼草编合作社袁
现在合作社已经拥有 3500 余人袁分社达 17 家袁乡镇草
编基地 18 个袁累计草编产品销售额达 1.5 亿元袁形成了
从玉米叶收集尧模具制造尧样品研发再到规模生产尧网
络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袁产品样式千余个袁远销北京尧上
海尧杭州等 26 个国内城市袁并与欧洲和亚洲等国外客
商签订订单合同遥 周艳文说袁她牵头成立榆树市巾帼草
编合作社后袁 一边免费为身边姐妹培训袁 一边远赴义
乌尧广州等地开拓市场袁足迹遍布 5 省 21 市遥 从 2018
年开始袁 周艳文主动将草编培训和订单带到贫困村和
建档立卡贫困妇女中去袁 在 7 个贫困村开展了草编培

训袁培训范围覆盖了榆树市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妇女遥 同
时袁 周艳文组织 130 余名农村贫困妇女进行草编订单
生产袁带动贫困家庭增收 170 万元遥

周艳文告诉记者院野老家的稻草遍地都是袁 不是烧
掉袁就是当肥料袁为什么不能把它们变成钞票呢钥 如果
把农闲时待在家里的姐妹们组织起来做草编产品袁不
仅能赚钱袁也能为家乡环保做贡献遥 冶从此袁她将草编当
成一项帮姐妹脱贫致富的事业来做遥 2016 年 11 月袁艳
文家庭农场联合全市 11 家合作社袁依托吉酒集团创业
孵化园袁成立了榆树市巾帼草编合作社联合社袁并在孵
化园设立了榆树市巾帼草编合作社联合社办公室尧展
厅和巧姐创造室袁 给妇女姐妹们搭建了学习和创新的
平台遥 联合社在长春市妇联的委托下袁在 26 个乡镇和
33 个妇女之家开展了草编培训班袁有 3000 多人可以承
接订单遥

据记者了解袁 草编艺术是东北地区满族人民特有
的民间艺术遥 在东北袁这门艺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遥 草
编这一产业主要靠手工制作袁对劳动技能尧加工场所的

要求相对不高袁吉林省作为农业大省袁农村家庭妇女有
300 多万人袁草编恰好为就业渠道狭窄的中老年妇女劳
动力提供了机会袁形成了名副其实的野妇女经济冶野炕头
经济冶遥

手工成产业 野巧姐冶品牌越叫越响亮
野吉林巧姐冶在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政府和妇联的

支持遥 据了解袁自 2012 年起袁吉林省妇联围绕妇女居家
灵活就业创业需求袁实施了野吉林巧姐冶手工制作项目袁
将传统手工制作与地域特色和民间文化艺术相结合袁
以野协会垣企业垣家庭冶为主要生产经营模式袁构建妇女
就业托底安置的野无围墙工厂冶遥 妇联还组织成立省级
妇女手工艺品专业委员会袁 建立各级妇女手工制作协
会袁发展会员企业 200 余家袁创建野巧姐冶手工制作基地
109 个袁推行统一标准尧统一培训尧统一加工尧统一回收尧
统一销售的野五统一冶管理模式袁带动 8 万余名妇女居
家灵活就业遥 在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袁她们实施单亲贫
困母亲援助尧贫困妇女手工制作等项目袁为 6419 名城
乡贫困妇女提供技能培训尧安排材料尧订单对接野三免冶
服务遥 目前全省已有 58 个村开展了各类野巧姐冶项目的
培训袁 推动吉林手工制作走上规模化尧 产业化发展道
路袁野吉林巧姐冶 已连续 4 年被纳入全民创业促就业重
点项目遥

随着团队的扩大尧 影响力的提升袁野巧姐冶 们认识
到袁只有不断增加产品的文化含量袁才能使企业行稳致
远遥 近年来袁她们依托高校和大型会员企业建立研发基
地袁开发具有吉林地域特色的野巧姐冶系列产品袁其中 21
项被列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遥 她们还举办了网上博
览会袁汇集了野巧姐冶作品剪编绣等 6 大类 1008 件产
品袁形成野线上垣线下冶野实体垣虚拟冶的发展空间遥 与此
同时袁她们开展最受喜爱和最具代表性的野巧姐冶作品
评选活动袁使野吉林巧姐冶的形象不断提升袁品牌越叫越
响亮遥

银 3 月 28 日 袁务
工人员在河北省邢台
市南和区一家服装加
工企业工作遥 近年来袁
邢台市南和区实施野筑
巢引凤冶 就业工程袁积
极拓宽农村劳动力就
业渠道袁对接用工企业
搭建就业平台袁采取短
期用工尧 季节用工尧临
时用工等多种灵活方
式袁将就业岗位送到村
民家门口袁不断吸纳农
村劳务人员留乡回乡
就业遥 朱旭东 摄

野吉林巧姐冶院

巾帼织锦绣 巧手绘前程
阴阎红玉

家住吉林省榆树市大岭镇康家村
的刘春香袁 因小儿麻痹症无法正常走
路袁也没法下地干活袁家里的收入主要
靠丈夫在外打工袁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的遥她告诉记者院野是一场草编培训彻底
改变了我的生活袁 现在我专门编粮囤
子袁一天能编两个小粮囤子或一个大粮
囤子袁人送绰号耶囤子姐爷遥现在袁凭着编
囤子的手艺袁我每年能给家里挣 1.5 万
元遥我最要感谢的是带领我们走上致富
路的人要要要耶吉林巧姐爷周艳文冶遥

雏鸭养殖注意事项
温度 控制温度是育雏鸭的主要技术措施袁只有温度适宜袁雏鸭的体

热消耗少袁生长发育快袁成活率才高遥 一般要求院1-3 日龄 34益-32益袁4-6
日龄 30益-28益袁7-10 日龄 26益-24益袁11-13 日龄 22益-20益遥

密度 雏鸭的饲养密度要适宜袁饲养密度过大袁会造成鸭舍潮湿尧空
气污浊袁引起雏鸭生长不良等后果曰密度过小袁则浪费场地尧人力等资源袁
使效益降低遥 建议根据雏鸭的生长年龄和天气变化等情况适当调整养殖
密度遥

光照 雏鸭对于光照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袁 所以我们在管理雏鸭的过
程中要保持足够的光照遥 根据雏鸭的年龄而控制光照时间袁0.5-1.5 月内
的雏鸭每天光照时间不得低于 10 个小时遥

卫生 做好通风干燥袁垫料清洁袁鸭粪与污秽垫草要及时清除袁饲槽尧
饮水器要每天清洗袁 用具及舍内地面每 10 天左右用 20%的石灰水或 2%
的烧碱水消毒一次袁以防雏鸭患病遥 范有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