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烦心事，就找“村管事”
“ 操 心 事 、 揪

心事、烦心事，有
事 就 找 ‘ 村 管
事’。”这是群众总
结的顺口溜。

为不断提升乡
村治理水平，贵州
各 地 充 分 整 合 党
员 、 河 长 、 护 林
员、调解员、交通
协管员等资源，建
立“村管事”治理
模式，问题第一时
间发现、问题第一
时间解决、矛盾第
一时间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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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小山村里一片蜜桃林的
“生长线”——

2008年，团山村试验种下第 1棵鹰嘴
蜜桃。

2012 年，团山村建设 60 亩鹰嘴蜜桃
示范基地。

2020 年，基地示范带动团山村周边
种植3000余亩鹰嘴蜜桃。

…………
8 月 27 日，绥阳县洋川街道团山村

的谢文辉、代玉敏夫妻俩，一早就和务工
村民来到村里的鹰嘴蜜桃基地采收果
子。一旁陆续有车开来，货车拉来一个
个客商收购蜜桃的箱子，轿车带来一个
个入园采摘休闲的游客。

时下，正是团山村鹰嘴蜜桃成熟上
市的季节。谢文辉、代玉敏夫妻俩却惦
记起一株老桃树。

“一株苗，经过13年的生长，带动一方
产业，这棵老树的守望终于有了结果。”目睹
了基地丰收的夫妻俩感慨万千。

从 1 株蜜桃苗，到连片桃林，特色产

业鹰嘴蜜桃在山坡延伸。
谢文辉是广东连平县人，代玉敏是

贵州绥阳县人，10多年前，夫妻二人曾经
在外务工，也一直在寻求好的创业机会。

“鹰嘴蜜桃在连平，是一款品质很好
的水果。每次我俩回到绥阳，看到这里
山坡荒着，我就想，能否把鹰嘴蜜桃种到
绥阳来。”

2008年，谢文辉从广东带来桃树苗，
种在代玉敏老家的院子里。

3年后，树苗成活长大，如期开花、结
果。果子经大家品尝后，得到一致认可，
这坚定了谢文辉到绥阳创业的决心。

2012年，夫妻二人结束打工生涯，回
到绥阳，在团山村流转 60亩土地种植鹰
嘴蜜桃。

果树种下去了，结果会怎样？谢文
辉坦言：“当时自己心里也没把握。”

为了保证桃树的投资，也为了家庭
开销，谢文辉继续外出务工，代玉敏一个
人留下打理果园。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又经过 3年的

艰辛付出，他们迎来了收获的时刻。
2015 年，60 亩鹰嘴蜜桃成熟面市。

因其果大肉嫩、味甜似蜜，团山村鹰嘴蜜
桃立即在当地走红，也引来大量游客进
园采摘。

“每年的夏秋季节都要采购鹰嘴蜜
桃。这里山清水秀，果子脆甜，口感相当
好，可以说是地道的绿色生态水果，
棒！”游客马应辉第一次品尝之后，便年
年光顾。

游客都能“品”出的味道，团山村自
然也在盘算。

团山村地处山区，距离绥阳县城不
到 4公里，交通便利。但此前村里长期没
有支柱产业。如何利用生态优势发展特
色产业、增加村民收入，既是村民多年来
的渴盼，也是团山村干部们一直思索的
问题。

2015 年鹰嘴蜜桃“走红”，村支两委
看到村级产业的前景，顺势而为，开启了
团山村鹰嘴蜜桃种植之路。

“我们按照‘统一规划、连片开发、分

户经营’的原则，打造了山川垭鹰嘴蜜桃
基地，并示范带动大家参与种植。”团山
村党总支书记张凯说，如今团山村共种
植鹰嘴蜜桃 1000 余亩，带动村民 100 余
户。“我们村的鹰嘴蜜桃有今天，离不开
谢文辉夫妻的付出。”

截至2020年，由谢文辉、代玉敏夫妻
俩发端的鹰嘴蜜桃，不仅在团山村繁衍，
亦辐射带动洋川街道兴隆村、东山村等
种植3000余亩，洋川也初步形成了“村村
有基地，户户有庄园”的格局，走出了一
条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新路。

今年，团山村与贵州合力超市供货
商开始产销合作，近 5万公斤鲜桃在超市
上架销售。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展鹰嘴蜜
桃，围绕 207省道连片打造，做到三月赏
花、八月品果。同时做好技术指导及市
场对接，真正把鹰嘴蜜桃打造成为团山
村的主导产业。”张凯说。

从 1 株苗到 3000 亩的种植规模，鹰
嘴蜜桃乡村繁衍，特色产业在乡村成长。

13年前，从广东引种的鹰嘴蜜桃发展成 3000亩桃林，成为团山村的特色产业——

桃树苗“长出”的甜蜜事业
郑孟庭 绥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洪林 叶小艳

本报讯 （开阳县融媒体中心通
讯员 陈会 涂飞）8 月 28 日，开阳
县龙岗镇大鸭村的竹荪种植基地，
垄沟上的红托竹荪蛋争相萌发，展
开网裙，犹如撑开的小伞，长势十分
喜人。务工村民们在基地里采摘、
分拣、装筐，一片丰收景象。

为了发展产业，经过市场考
察，大鸭村今年 5月上旬通过本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组织村民种下共
2.6万棒竹荪。

“因为技术和管理到位，这批
竹荪已在 7月中旬开始采摘，平均
每天采收鲜荪 100 余公斤，能一直
持续到 10月份，每天吸纳 10余名村
民到基地务工。”大鸭村村干部王
子说。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与采摘竹
荪，不仅学到了一门新技术，每天
还有 90 元务工收入，我已经在基
地干了好几个月。”正在采摘竹荪
的村民杨仁敏高兴地说。

红托竹荪采摘后，大鸭村会把

鲜荪直接运往贵阳市区、开阳县城
和扎佐批发市场售卖。

“零售价格为每公斤 100元，批
发价格在每公斤 60 至 90 元不等。”
王子说。

他介绍，剩余的竹荪，会烘成
干荪，由前期签约供货合同的公司
按照每公斤 600元的市场价格统一
收购。

“目前看来，今年红托竹荪的
试种是成功的，虽然数量不多，但
估计能收入 50 多万元。除了支付
村民的务工费外，我们将把剩余收
入投入扩大规模，保证村民们的稳
定增收。”王子说。

为此，大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将继续发挥带头引领作用，组织人
员外出观摩学习，详细了解竹荪种
植技术和市场情况，并探索“村合作
社+公司+农户”以及“村合作社+农
户”的组织模式，以期通过发展周期
短、见效快的红托竹荪，带动村民发
展特色种植，拓宽致富渠道。

开阳县大鸭村

竹荪朵朵迎丰收
本报讯 （石 阡 县 融 媒 体 中 心 记

者 杨叶 杨文美 代忠国）8月 27日，
石阡县五德镇新华村茶园里一派繁忙，
茶农们对茶园进行精心管护，力争茶青
增产增值。

记者走进新华村，看见翠绿的茶
树绵延山坡。茶农们趁着好天气给茶
树除草、剪枝。

五德镇新华村党支部书记王飞介
绍，茶园三分种七分管，最佳管护时
期在农历五、六月份，要对茶叶进行
一次重修剪，到了农历七、八月份就
能长出很多好茶叶，秋茶就有好的收
成。“秋收过后，我们在农历的九、十
月份要对茶树进行一次轻修剪、封
园，来年的春茶产量就会很高。”

五德镇种茶历史悠久，是石阡苔
茶的发源地。长期以来，当地茶农按
照苔茶的生长周期和管护技术，针对
不同时期管护需要，抓好除草、施
肥、剪枝等技术关，着力提高茶青发
芽率，最大限度挖掘茶叶的经济价
值，将茶产业做成富民增收产业。

新华村是高寒山区，常年云雾缭
绕，产出的苔茶具有色泽黄绿润、嫩粟
香浓郁等特点，是贵州本土优质茶叶品
种。该村在政府引导下，结合当地实际
调整产业结构，将茶产业作为主要产
业。

小小茶叶，成了新华村的主导产
业和增收致富“敲门砖”。

王飞给记者算了茶产业增收账：
“今年茶叶的行情比较好，如果茶园像
现在这样正常管理，预计亩产值可以
达到六七千块钱。我们到现在已经生
产了中高端名优茶约 3 万公斤，再加
上今年春天来得比较早，从正月初就
开始加工茶叶，预计茶园产值将在
2000万元左右。”

如今，新华村形成了茶叶规模化
种植、科学化管理、标准化生产的体
系，已种植茶树 2000 亩，组建了 3 个
专业合作社，开办 2 个茶叶加工厂，
年产名优茶 3万余公斤、大宗茶 5万余
公斤，辐射带动周边 10多个村 1000多
户群众增收致富。

石阡县新华村

秋季茶园“管护”增收路
本报讯（安 龙 县 融 媒 体 中 心 记 者

余必战 陈秋）8月 20日，在安龙县洒雨
镇竜堡村，连片的地里一串串穗红粒满
的高粱压弯了枝头。种植户们趁着晴好
天气，正忙着采收、晾晒、加工高粱，现场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今年，安龙县引进贵州国台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由公司组织收购高粱，
筛选、初加工后发往酒厂，带动群众通过
种植高粱增加收入。

“目前高粱长势良好，已经进入采收
季节。采购价格从年初的每公斤 5.6 元
调整到了每公斤 6.4 元。这些高粱经过
加工厂的初步处理后，将马上根据订单
运往酒厂酿酒销售。”贵州国台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斌介绍。

除调整收购价格外，公司还针对近期
多雨的天气情况，增加了收购方式，对红高
粱干籽、生籽和鲜穗进行分类同步收购。

李斌说：“在初加工厂区，我们新添
置了 4 套价值三百万元的烘干设备，对
水分含量高的高粱进行烘干，既解决了
农户靠天晾晒的难题，也便于公司后期

储存加工。”
随着收购工作的有序推进，贵州国台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收储仓库里，高
粱已堆积如小山。另一边的初加工厂房
里，技术人员王利泽也在操作吹式比重精
选机对高粱进行脱壳、除杂和筛选，确保送
往酒厂的高粱品质。他说：“只有提高品
质，订单才会越来越多。”

厂房外，每天满载初加工后的高粱
驶往各酒厂的货车，络绎不绝。

据了解，今年，安龙县以贵州国台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依托，采取“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组织模式，统一
提供种子、统一技术指导、统一保底价回
收，再由公司销往酒厂，确保有销路。

目前，已在洒雨、笃山、招堤、栖凤、
春潭、钱相等镇、街道发展种植红高粱
4.46万亩，涉及种植农户 1.7万户，预计总
产量 1384.7万公斤，总产值达 8862万元，
可实现户均增收2100元。

“下一步我们会扩大在安龙的种植
面积，继续采用订单保底的方式，确保农
民种下去，有人收，有保障。”李斌说。

安龙县竜堡村

“订单高粱”映红好日子

8月 28日，人们在施秉县一家“网红打卡”书店里乐享周末时光。书店内推荐了各种经典名著、红色故
事、科普趣味等读物共 3万册，为大家提供着丰富的知识“营养”。

邰胜智 摄 （贵州图片库发）
周末书香浓

8 月 ， 初 秋 的 大 雨 洗 去 了 夏 日 暑
气。在安顺市平坝区天龙镇兴旺村，整
洁的沥青路向远处延伸。农家小院里，
鲜花迎风绽放，生机盎然……这一幅乡
村美景图的背后，有一颗“智慧大脑”
对乡村宜居进行高效治理，它就是——

“数字乡村”APP。
8月 28日午后，兴旺村刘家寨组村

民广场上，村民三五成群闲聊小憩。
“小广场凉亭处有零星白色垃圾，我要
把图片发给村民都看看，提醒大家注
意。”发现垃圾的刘家寨村民组组长刘
廷发立马打开手机里的“数字乡村”

APP，点进“随手拍”，上传了现场图和
简单说明。之后，他和周边村民一起清
理了垃圾。

“ 随 手 拍 ”是 兴 旺 村“ 数 字 乡 村 ”
APP 的群众互动参与功能区，面向刘家
寨组所有村民开放。村民足不出户，
通过“指尖”便可参与对家乡环境的监
督和管理。

今年 4 月，平坝区和中国联通公司
安顺分公司合作，以兴旺村为试点，搭
建了包含乡村治理、民情上报、惠农政
策、大喇叭等模板在内的“数字乡村”
智慧平台，并设置一名村级管理员。不

到一周时间，刘家寨 72户农户全部下载
了这款APP并完成注册。

点开“大喇叭”，村民可查看《兴旺村
家庭卫生“五净一规范”制度》等内容；

“惠农政策”里有村民每年申领的惠农补
贴情况；“乡里乡亲”板块，村民踊跃提出
产业发展、环境治理等建议……

转变在悄然间发生。过去，兴旺村
存在不少私搭乱建的现象，在宜居乡村
创建的良好氛围下，不到 1 个月时间，
42户村民的私搭乱建现象全部消除。

宜居乡村创建开展以来，兴旺村每
周固定开展“宜居乡村示范户”流动红

旗评选。根据“客厅净”“个人卫生
净”等“五净一规范”的标准评分，评
选出 5户以上示范户作为标杆公示，并
奖励生活物资，营造出人人争先争优的
良好氛围。

“我们会把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未来
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用活、用好‘数
字乡村’平台，做好政策宣传和群众信
息互动，调动更多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在庭院改造中因地制宜打造农户的花
园、菜园和果园，共享共建更美好的宜
居乡村、诗画田园。”兴旺村驻村第一
书记任波说。

兴旺村乡村治理上“云端”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胡丽华 金秋时

本报讯 （水城区融媒体中心记
者 陈忠校）8月 27日，在六盘水市
水城区比德镇中心村养殖户何永兰
家，蚕棚里满是白白胖胖的蚕宝
宝，窸窸窣窣的进食声此起彼伏。

“目前我养了 10 张蚕，每张有
蚕苗 3万只，20天左右就能吐丝结
茧。一张蚕能产丝 50 公斤，每公
斤按市场价能卖 56元。”望着满棚
的希望，何永兰脸上堆满了笑。

据了解，种桑养蚕是一项典型
的短平快项目，目前蚕丝市场好，
销路好。

“在比德这个地方，一年养蚕
的时间能有五六个月。我养了 6张
蚕，去掉成本，一共能赚 1.2万元左
右。”中心村养殖户王鸿涛说。

收益好，养殖户们的积极性不
断提高。比德镇易福社区养殖户石
江告诉记者，为了能够熟练掌握养
蚕技术，他除了参加当地组织的养
蚕技术培训，还经常向专业养蚕户
学习孵蚕技术，现在正在筹划扩大
桑树种植面积和蚕的养殖规模。

“只要桑叶数量能跟上，养殖

规 模 扩 大 到 20 张 一 点 问 题 都 没
有。”石江说。

近年来，比德镇依托区位优
势，大力发展蚕桑养殖产业，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桑树种植与蚕养
殖。一是免费向种植户提供桑树苗
进行种植；二是为每亩桑树提供
200 元的肥料补助；三是提供幼蚕
给有养殖意愿的村民；四是邀请水
城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种植和养殖技
术指导。

“为了解决养殖户的后顾之忧，
水城区农投公司还在比德镇设立了收
购点，统一对蚕丝进行收购。这几项
措施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增
强了发展产业的信心和决心。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增加群
众收入，从而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奠定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比德
镇副镇长邓施向说。

截至目前，比德镇已完成 5325
亩桑树种植，发展种植养殖户 153
户。种桑养蚕，打通产业链条，桑
蚕产业为当地群众“织”出一条致
富路。

水城区比德镇

桑蚕织就新图景

本报讯 （万山区融媒体中心
记者 夏颖辉） 8月 28日，铜仁市
万山区高楼坪乡大树林村的智能育
苗大棚内，蔬菜的嫩芽翠绿盎然，
智能化浇水机械正在浇水。这种水
肥一体化技术，可以实现对蔬菜的
精细管护，有效提升产量和质量。

“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好处主要
是节约用水，采用这一技术必须先
为蔬菜覆盖地膜，起到保湿作用。
传统的管护方式要 3 天浇一次水，
我们现在只需要 10 天浇一次水。”
运营该智能育苗大棚的九丰农业博
览园总经理王守亮介绍道。

据悉，九丰农业博览园由万
山区于 2015 年从山东省寿光市引
进，旨在促进当地现代农业的发
展。今年，九丰农业主要培育水
果 西 红 柿 、 水 果 黄 瓜 等 蔬 菜 品
种。由于采用科技管护，营养价
值更高，很受市场欢迎，目前的
订单需求量以及售价均优于传统
方式种植的品种。

“今年蔬菜市场价格不错，预
计年收入能突破 2000万元。”王守
亮介绍。

近年来，万山区积极提高农业
科技水平，在培育高产、抗病、优
质的蔬菜品种上下功夫，持续推进
农业高效生产技术创新，促进蔬菜
产量、质量双提升。

在万山区，科技兴农不只体现
在九丰农业博览园这样的企业上，
还体现在农技专家将技术带到田间
地头里。

万山区下溪乡就通过科技人才
现场教学、科学化管理等方式提升
蔬菜管护水平。

“这段时间，专家每天都来教
我们种植技术，从施肥到打芽，每
一个环节都教得很细致，和我们以
前种菜的方式很不一样。”在下溪
乡兴隆村蔬菜大棚基地务工的兴隆
村村民杨秋平为大棚蔬菜的种植技
术点赞。

“下溪乡通过科技化管理，利
用喷淋管洒水、机械翻土等方式来
进行种植，并且邀请相关的农技专
家进入基地进行指导，通过这些现
代化方式来提高我们的种植效益，
有效促进了产业提质增效。”下溪
乡副乡长谭景军说。

万山区

科技“范儿”种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