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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有了这能排能灌的沟渠就是好袁拧开水
龙头就能把水引到田里遥 不仅实现了涝排旱
灌袁还让我的耶旱脚田爷变成耶高产田爷袁每亩多
收 100 斤稻谷不说袁通过机械化作业袁单是
秋收每亩就要省 200 元人工费遥 水源有了
保障袁在稻田养鱼袁每亩收获 100 余斤生态
鱼袁按目前市场上的价格要卖上 1200 元遥 冶
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大渡口镇龙鼓村高
标准农田项目区袁42 岁的种粮大户张波一
边在秋收后的稻田捉鱼袁 一边喜不自禁地
介绍说遥

大渡口镇龙鼓村是典型的丘区村袁 在建
设高标准农田前袁这里的田地高低不平尧大小
不一袁机械作业帮不上忙袁旱不能灌尧涝不能
排袁种田成本高遥 2020 年 1 月袁龙鼓村争取到
了 780 万元的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袁 对该村
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面积达 600 亩遥 在改造
中袁按照野田成方尧林成网尧路相通尧渠相连冶的

要求袁让一块块小田并成了大田袁田坎全部硬
化袁道路可以进出大型作业机械袁让土地产出
率和收益率明显提升袁 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种
田的积极性遥

高标准农田究竟高在哪钥 野多的不说袁至
少春播秋收季节不再累得腰酸背痛遥冶龙鼓村
党支部书记刘胜国掰着指头细数院 一是种田
更轻松袁 水引到了田边上袁 实现了机械化作
业曰二是田更好种袁经过改造的高标准农田不
但节肥省药袁而且稻田的面积也增加了袁一亩
地至少可以多收 100 斤稻谷遥

野接下来我们还要借力高标准农田袁充分
发挥其综合优势袁创新耶稻鱼共生爷尧耶稻渊虾冤
蟹共生爷等立体种植袁走农旅融合之路袁着力
打造龙鼓村的优势特色产业袁 提升鱼虾蟹的
附加值袁助推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袁力争每亩
达 5000 元以上遥 冶刘胜国自信满满地说遥

周超文杨桃

近日袁一场降雪过后袁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大草原一片洁白袁 沿着国道去往新巴尔
虎左旗罕达盖苏木诺门罕布日德嘎查袁 不一
会儿袁 牧民额尔敦木图家一座醒目的牛棚映
入眼帘遥

笔者在牛棚前看到袁 额尔敦木图正在给
牛添加饲草遥 他笑着说院野草料都是自家草场
的袁它吃了长膘快遥 冶

2019 年 11 月袁 诺门罕布日德嘎查经过
发布公告尧报名尧抓阄等方式袁最终确定了额
尔敦木图为正式承包人之一并代养 10 头牛袁
在承包人与诺门罕布日德嘎查充分协商下袁
确定承包价为每头牛每年 2000 元袁每年交给
诺门罕布日德嘎查 2 万元收益袁 所有费用和
其他收益归牧户所有遥

发展嘎查集体经济袁 产业是关键遥 这两
年袁 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苏木诺门罕布日德
嘎查野两委冶深知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时期袁群策群力尧
齐抓共管袁 全力挖掘地方特色潜能让牧民巩

固拓展脱贫成果是实现牧民增收的有效途
径遥为此袁诺门罕布日德嘎查把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作为重要抓手袁发展肉牛养殖袁走出
一条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野牛冶路子遥

诺门罕布日德嘎查与代养户签订养殖协
议袁详细规定双方责任和义务袁互相监督遥 承
包人代养畜群由诺门罕布日德嘎查野两委冶班
子和驻村第一书记统一经营管理袁 一方面确
保野扶贫流动畜冶不减少曰另一方面袁改变过去
给钱给物的帮扶模式袁 调动牧民户积极性和
主动性遥

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苏木诺门罕布日
德嘎查党支部书记阿拉坦高娃告诉笔者袁
野我们采取 耶嘎查党支部垣苏鲁克 渊代管牲
畜冤垣牧户爷发展模式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袁
让牧民享受惠民红利遥 今后袁我们将继续发
挥党建融合剂作用袁 聚焦集体积累增值和
牧民增收两个发力点袁 努力让牧民过上幸
福生活遥 冶

胜利 李昊

近年来袁 湖南省宁远县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发展红
糖尧红薯粉等传统乡土特色手工产业袁不断巩固产业帮
扶成果遥 图为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袁宁远县天堂镇牛头山
村村民用古法熬制红糖袁以供应节日市场遥

欧阳友忠 骆力军 摄

在浙江湖州市南浔区千金镇石桥村袁孩子
们在农家书屋静静阅读袁品味书香曰在甘肃张
掖市甘州区甘浚镇速展村袁 村民身穿盛装袁齐
聚文化广场袁欢庆丰收曰在山东聊城市茌平区
贾寨镇综合文化站袁歌曲尧戏曲尧舞蹈轮番上
演袁村民在家门口享受文化大餐噎噎丰富的形
式袁精彩的内容袁映照出农村的多彩精神文化
生活遥

广袤的乡村大地袁活跃着各种文艺创新要
素袁滋养出丰富而优秀的乡村文化遥 在送戏下
乡过程中袁广西隆林新兴八音艺术团创造性地
将传统的壮戏尧山歌与乡村振兴尧财政支农等
内容结合袁运用方言宣传政策遥深入挖掘尧传承
创新优秀乡土文化袁让民间艺术尧民俗活动等

接地气袁 让有人气的乡土文化形式活起来尧火
起来袁就能促进乡村生活更具情感寄托遥

丰富乡村文化生活袁 还能提振农村精气
神遥江苏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为了
引导群众袁组建了马庄乐团袁村民忙时务农尧闲
时从艺袁积极传播健康向上的文化遥 如今乐团
越做越好袁小小音符聚拢了民心袁也成为当地
招商引资的新名片遥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袁在
积极向上的文化生活中袁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得到满足袁文明乡风尧良好家风尧淳朴民风也得
到充分涵养和发扬遥

当前袁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袁持续推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袁就能不断提升农民精神风
貌袁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遥2018 年 7 月袁

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叶关于建设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曳遥 在试点的
500 个县渊市尧区尧旗冤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逐
渐成为人们学习理论政策的学校尧丰富文化生
活的舞台尧倡导移风易俗的平台袁在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尧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尧密切党群干群
关系尧培育社会文明风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冶遥 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是滋润人心尧德化人心尧凝聚人心的工
作袁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遥 村民
口袋鼓起来袁也要生活美起来袁如此方能激发
出创造更好未来的不竭干劲遥 徐 之

稻草可以栽培凤尾菇袁因为稻草中以纤维素尧木质素为主袁很适
合栽培凤尾菇遥 利用稻草栽培凤尾菇袁可以就地取材袁降低成本袁是目
前国家提倡的循环经济的组成部分之一袁可以做到物尽其用袁生态平
衡遥

栽培的方法院应该选用新鲜尧干燥尧无霉变的稻草袁在阳光下暴晒
2耀3 天袁然后在硬地上用石碾或小型拖拉机将茎秆碾碎袁然后在 3%的
石灰池浸泡 12 小时以上袁以破坏茎秆的蜡质层袁使易于吸水遥 取出
后袁用清水冲洗袁pH 值略呈碱性袁在 7.5 左右袁备用遥 然后袁添加 0.3%
的尿素袁将吸水后的稻草袁按 2 米宽尧1.5 米高的规格建堆袁加盖薄膜
保温尧保湿渊薄膜宜将竹片环形撑起袁以利好氧发酵冤袁一般经 48 小时
左右袁堆中温度达 60益以上袁再维持 24 小时后即可以翻堆袁以后可把
长稻草扭成野8冶字型粗 10 厘米的稻草束袁在棚内堆 8耀10 层袁宽 1.5
米袁进行栽培袁用种量一般在 10耀15%袁有条件的话袁用种量以多为宜袁
发菌快袁污染少袁菌种可以撒在柴把间袁最后在最上层的表面撒播一
层袁这样菌丝易于封面袁杂菌不易侵入遥 另外袁也可在室外露地整地筑
畦遥 搭建野弓冶型小环棚袁将稻草把置于地上袁撒上菌种袁待菌丝发好
后袁上覆 1 厘米左右厚的细土粒袁转入正常管理遥 来源院农业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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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土地 好韭黄

野我们锦宁村是西南规模最大的韭
黄生产基地袁 也是西南地区唯一的葱韭
类农产品出口基地遥目前袁基地韭黄已出
口日本尧韩国尧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袁年
出口量达 200 多吨袁年创外汇收入 40 多
万美元遥冶唐元镇副镇长高兴龙自豪地对
记者说遥

锦宁村地理位置优越袁 优质的岷江
水系袁 疏松肥沃的土壤尧 适宜的温光条
件袁特别适宜韭黄生产袁种韭黄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 300 年以前遥 多年种植传统和
现代种植技术相结合袁 韭黄在锦宁这片
土地上根越扎越深尧花越开越盛遥

高兴龙表示袁韭黄受季节影响小袁一
次播种可连续生产 3-5 年袁 每年收割
2-3 次袁 年亩产韭黄可达 1500-2000 公
斤袁亩产值 3 万元左右遥

锦宁韭黄生产基地就位于锦宁村 8
组袁2020 年被评为野粤港澳大湾区耶菜篮
子爷 生产基地冶遥 基地生产条件优越袁土
壤尧气候尧水质等自然禀赋造就了野锦宁
牌冶唐元韭黄的独特品质遥

基地采用野合作社垣种植户冶发展模
式袁带动周边种植大户尧种植能手尧规模
种植户 1200 余户袁 发展韭黄示范种植
3000 多亩袁建成规模化生产和品牌化经
营基地遥

在 野五统一冶 管理运行机制的推动
下袁 基地依托合作社的市场营销网络体
系袁以订单农业方式和农贸对接尧农超对
接尧农校对接尧农餐对接尧农企对接的销
售市场网络袁推动产品不仅进入超市袁而
且远销重庆尧西安尧北京尧上海等地袁从
2011 年起袁连续 9 年出口韩国尧加拿大
等国家遥

与此同时袁基地野锦宁韭黄冶品牌成

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袁 产品品类主
要涵盖了无公害食品系列尧 绿色食品系
列尧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产品系列尧
出口备案基地产品系列尧 有机转换认证
产品系列袁年总产值约 2.3 亿元遥

锦宁的韭黄种植袁 改变了锦宁村的
面貌袁也改变了唐元镇全镇的种植传统遥
唐元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袁 锦宁村种植
1600 亩韭黄袁 同时辐射周边的沙河尧长
林尧钓鱼尧天星等 4 个村袁带动全镇种植
韭黄 10860 亩遥

高兴龙介绍说袁 锦宁村村民人均年
收入达到了 2.2 万多元袁 这不仅是唐元
镇人均收入最高的村袁 在郫都区也排在
前列遥

大合作 大发展

在锦宁韭黄生产专业合作社加工车
间入口处袁门口野把关员冶对所有进出人
员进行体温测试尧消毒尧登记遥野每天都会
安排专人按要求对生产车间和公共区域
消毒 2 次袁凡是进入加工车间的工人袁都
要进行消毒袁戴好口罩才能进入遥 冶锦宁
韭黄生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志伦边说
边忙着指挥工人将刚刚清洗好的韭黄进
行晾晒遥

对每一批产品都格外谨慎袁 他都要
求工人精挑细选袁 把最优质的产品呈现
给消费者遥野下午这些新鲜脆嫩的韭黄有
50 件将运往深圳尧广州尧上海等地的生
鲜超市袁30 件将出口韩国遥 冶在他的眼睛
里袁仿佛看到了韭黄更广阔的市场尧更辉
煌的明天遥

李志伦原来在一家乡镇企业上班袁
1997 年自谋出路袁经过无数次的尝试辗
转袁他发现唐元镇的韭菜尧韭黄种植有前
景袁就一头扎进这个看似普通的产业里遥
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袁2000 年袁 李志伦

种植的韭黄每天销售量已经达到 4-5
吨遥

唐元的韭黄保质期短袁天气较冷时袁
才能销售得更远尧更多遥 2006 年袁唐元成
立了韭黄合作社袁李志伦加入进去袁开始
改变种植方法和加工方法袁 从以前的水
洗韭黄变成干撕韭黄袁 保质期有了大幅
提升遥 之后袁他又探索草帘尧黑地布覆盖
技术袁 使得唐元韭黄的质量又上了一个
新台阶遥

2008 年袁 李志伦当选了合作社的
理事长袁在他的带领下袁合作社日渐壮
大袁现有种植户 238 户袁辐射带动周边
种植户 1200 户遥 合作社与社员韭菜种
植面积共 3000 亩袁 其中锦宁绿色食品
生产基地 500 亩袁锦宁韭黄有机转换认
证生产基地 200 亩袁锦宁韭黄出口备案
生产基地 200 亩袁 合作社年销售额达
1200 万元遥

在合作社推动下袁 以锦宁村为核心
和代表的唐元韭黄品牌效应开始凸显院
2015 年袁野锦宁牌冶被四川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认定为 野四川省著名商标冶曰2016
年袁锦宁韭黄获评野十佳魅力农产品冶和
野成都最受消费者欢迎的十大优质农产
品冶称号曰2010 年尧2013 年尧2014 年分别
获得出口备案基地认证尧 无公害农产品
认证尧绿色食品认证等遥

合作社也在不断成长中屡获殊
荣袁成为农民致富尧乡村振兴的野大平
台冶遥 2020 年获得成都市野十佳农民合
作社冶野现代农业品牌认证先进单位冶袁
同年荣获 野全国绿色农业国家级示范
单位冶遥

野现在我们每亩地可以收入 2 万多
元遥眼光也不能仅盯着省内袁还是要外销袁
有机会就闯遥 现在袁我们已经有了出口备
案基地 500 亩袁长期出口韩国尧加拿大尧日
本等国家以及港澳地区遥 冶李志伦说遥

新市场 新希望

锦宁村村委会房后袁 是一座占地
1700 平方米具备出口备案资质的韭黄
初加工厂袁于 2015 年建成袁野这是一个集
清洗车间尧晾晒场尧分拣车间尧保鲜库尧成
品库尧 农残检测等功能为一体的标准化
出口初级农产品加工厂遥冶李志伦向记者
介绍遥

野不久前袁我们刚与四川农业大学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袁 发展韭黄精深加工
产业遥 冶高兴龙同时透露袁目前锦宁村正
与一家农业企业洽谈袁 准备初期引资
500 万元袁 打造集生产韭黄酒尧 韭黄水
饺尧韭黄面尧韭黄宴等于一体的农产品精
深加工和乡村体验农业项目袁 逐步形成
野赏韭乡美景尧购韭乡产品冶的农旅融合
发展格局遥

李志伦说袁 合作社的目标是为耕者
谋利袁为食者造福袁发展特色产业尧为地
方振兴做贡献袁 合作社就是要让利于农
民袁带领种植户致富袁将产业做大遥比如每
年 8 月韭黄上市时袁产量过大袁农户根本
销售不出去袁价格低袁合作社以高于经销
商收购价的 0.5 元/斤全部收购袁 给农户
带来每亩 600 元收入遥以后还要将这种保
护性政策延续下去袁 只有农民一直有甜
头袁产业才有奔头袁乡村振兴才有盼头遥

在未来的工作中袁 合作社将着重于
电子商务发展袁 强化锦宁韭黄产地品牌
化建设袁突出唐元韭黄野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冶品牌袁守住食品安全这根野红线冶袁突
出产地直供优势袁开拓新的销售渠道袁确
保社员收益及社会效益的显著提升遥

韭黄香飘唐元袁农民笑语丰收遥 在
一片片韭黄中袁美丽的中国韭香小镇正
散发着金色的光辉袁渲染着这片富饶的
土地遥

农
技

一片韭黄“千里飘香”
阴王紫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唐元镇锦宁村袁既是普普通通的郊区村庄袁也是远近闻名的野韭黄之
乡冶遥 每年九月袁锦宁就成为韭黄的海洋袁一路走过袁一路花香遥 乡道旁尧农家院尧大田地尧小拱棚
噎噎处处是鲜嫩的韭黄遥

稻草可以栽培
凤尾菇吗

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院

集体经济让牧民日子“牛”起来

·资 讯·

四川泸州市纳溪区院

发挥高标准农田综合优势

文化润人心 提振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