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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红红火火

近日，从江县东朗镇摆啊村村民忙
着采摘、搬运、晾晒朝天椒，好一幅美
丽的乡村“丰”景图。

目前，摆啊村种有朝天椒 300 余
亩，全村 147户人家参与其中，户均年
增收 2万多元。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铜仁市松桃自
治县牛郎镇开门村，只见山坡顶上绿意
盎然。谁能想象，如今被绿意装点的山
坡顶曾经竟是荒芜之地。

如今的“绿意”从何而来？全靠牛
郎镇发展的三大产业——油桐、油茶与
珍珠花生。

牛郎镇属小块山地地形地貌，镇域
内沟壑纵横，沟深山高，绵延陡峭。一
直以来，镇里产业规模小而分散，缺乏
覆盖全镇的支柱性产业。

镇党委、政府也意识到培育大而强
的支柱产业是发展的关键，探索之路随

即开始。通过调研，决定结合山地地域
特点种好“两棵树”——油桐和油茶。

油桐喜沙地，而牛郎镇砂页岩地貌
突出；油茶喜山高雾重，牛郎镇常被高
山雾气环绕。并且，早在三四十年前，
牛郎山岭上就是桐林连片，“两棵树”
是当地群众熟悉的产业，群众也乐于
接受。

于是，牛郎镇坚持以“种好两棵树
（油桐，油茶）、唱响两大品牌 （桐壳碱
面，珍珠花生） ”的理念发展主导产
业，成立了镇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积极
对接市县相关部门合理利用土地，争取

项目支持，引进资金充足的公司入驻，
让农户以土地入股分红和参与务工获得
劳务费的方式增收。并建立村党支部书
记抓产业并服务本村示范带头人的制
度，各村村“两委”、乡村振兴工作队
每月主动对接产业发展推进情况，帮助
公司和带头人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

由于油茶油桐产业见效周期长，前
期需要大量的管护费用和劳务投入，为
了节约成本，牛郎镇还采取“长短结
合”方式，将油茶林、油桐林地返给本
地大户和散户实施林下种植，并为其提

供花生种子，收成后由公司负责销售，
解决群众后顾之忧。

同时，牛郎镇还加工桐壳碱面销
售，不断提升油桐产业附加值。桐壳碱面
需用当地土法炼制的“桐壳碱”作为疏松
剂，所需桐壳量大。为此，牛郎镇不断加
大老油桐林管护力度并新植部分油桐
林，保证桐壳供应，实现一举多得。

目前，牛郎镇已种植油茶 3 万余
亩，油桐 5000 余亩，珍珠花生 5000 余
亩。“油茶+套种”以短养长的产业发展
模式，实现了“一地多收”的产业效
益，有效带动了群众增收。

明确发展方向，补齐设施短板，丰富产业内涵——

产业更有附加值 群众更有幸福感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文仙 毕文君 陈美伊 董桂

本报讯 （岑巩县融媒体中心 周
燕 唐鹏）“现在，我的辣椒都是刚采
摘下地，公司就上门收购，再也不愁销
售了。”日前，在岑巩县客楼镇白家坝
村，村民徐大青高兴地说。

白家坝村是客楼镇的产业大村，今
年种植了太子参 1400 亩、烤烟 1380 亩，
还有水蜜桃、李子等精品水果 800 亩，
辣椒 300 余亩。这些作物主要由贵州润
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门收购。

“我们公司建有储存冷库，还有烘
干加工生产线，可以消化客楼镇以及周
边地区的农作物。”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此前白家坝村农业产业在
形成多元化、规模化发展格局的同时，农

产品储藏周期短、就地加工比例低等问
题逐步凸显，这让种植户们很头痛。“那
时候，由于不能及时出售，不少农作物烂
在地里，十分可惜。”徐大青说，尽管产业
管护到位，产品产量不错，品质也好，但

“丰产”却难实现“丰收”。
为此，客楼镇聚焦产地“最初一公

里”，将开展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农产
品烘干设施及配套项目建设作为主抓
手，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大通道”。

2021年 7月，客楼镇争取到县里的东
西部协作资金 400万元，引进贵州润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在白家坝村启动冷库
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 1200平方米，建设
500平方米冷库 1座、700平方米烘干房 1

间，采购冷库烘干设备 1套，并配套电力
安装、室外挡墙等附属工程。

今年 7 月，项目投入运行。来自客楼
镇及周边镇远县都坪镇、尚寨乡，石阡县
青阳乡、五德镇等地区的大量新鲜辣椒，
在这里经过烘干加工后走向市场。

“我们一天可烘烤鲜椒 20 吨，产出
干椒 4000 余公斤，主要销往重庆、四
川、湖南等地。”冷库负责人何烈鹏介
绍，公司与遵义的职业辣椒经纪人合
作，按照每公斤高于市场价 2 到 3 角钱
的价格，对周边产区辣椒实行统一收
购、统一加工、统一销售。截至目前，
公司已收购鲜椒 300 吨，共产出干椒 5
万余公斤。

“不仅是辣椒，我们同样收购储存
加工水蜜桃、李子以及蔬菜等作物。”
何烈鹏说。此外，冷库项目为村民提供
了 20多个就业岗位，并将利润与政府分
红，用于开发公益性岗位和改善民生。

“冷库项目的投用，解决了农产品
就地储存保鲜、就地加工转化和跨区域
配送的难题，在提高附加值的同时，搭
建起了产地与市场的桥梁。”客楼镇党
委书记石嘉楠说，目前，全镇共种植太
子参、黄精等中药材9800余亩，精品水
果 10000 余 亩 ， 辣 椒 1800 亩 。 有 了 冷
库，这些农产品既可储存保鲜，又可烘
烤加工，实现统配联销以及错峰上市，
附加值上来了，群众受益也大大提高。

岑巩客楼镇

冷库蔬果抢“鲜”出

本报讯 （记者 王远柏） 一棵树
上有一个鸟窝不稀奇，但是如果有 500
多个鸟窝，是不是很少见？

近日，记者在黔东南州剑河县基佑
苗寨采访时，发现苗寨里一棵 300 多年
的古枫树上，居然有 500 多个鸟窝和
1000余只鹭鸟，场面蔚为壮观。

“江从白鹭飞边转，云在青山缺处
生。”眼前的场景正好将这首诗描述的
场景还原。

初秋的晴空下，站在这棵 60 多米
高、300 多年树龄的古枫树下，微风徐
徐，感觉树荫下的空气也是清凉的。据
当地村民统计，这棵树上筑有 500 多个
鸟窝，生活着 1000余只鹭鸟。

为此，记者特地采访了贵州鸟类专
家吴忠荣。她感慨地说：“在贵州，一
棵树上有 100 多个鸟窝，不稀奇，但
是，500 多个鸟窝还是第一次听说，可
见这棵树有多么坚强和包容。”

透过树叶的间隙，不时看到鹭鸟从
空中掠过，鸟鸣声声，妙趣横生，仿佛

走进“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
天”的诗境。

基佑村党支部书记杨胜介绍，村里
禁止滥砍滥伐，当年为了保护古树，修
路也不得不绕道，所以，有些地方修得
弯弯曲曲，有些地方修得非常狭窄。

由于保护得当，基佑苗寨现存百年
古树 1000余株，森林覆盖率高达 90%以
上。除了松树、杉树、枫香树等普通树
种外，还有秃杉、红豆杉、榉木等珍稀
树种。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基佑苗寨
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树龄 100年以上的树木即可认定为
古树。”省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
长易茂红介绍，贵州古树名木已超过
12.8 万株，各地在古树名木保护方面亮
点纷呈。

“要是发现有树根裸露在外，我们
就会垒石盖土进行保护。”村民李永祥
指着路边的树根说，“我们村真的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树”。

由于生态良好，少数民族风情浓郁，

该村获评“中国传统村落”“国家森林乡
村”等称号。每年农历二月二，寨子里举
办“招龙节”，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要植树。

“招龙节”代代相传，植树活动代代相袭，
并写入村规民约，人人遵守。

“将爱树护树写进村规民约，融入
风俗节日，在贵州比较常见。”省林业
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何禹介绍，
贵州少数民族喜以寨子的形式依山傍水
聚居，对自然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在客观
上对贵州的珍稀濒危动植物、古树等有
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村里出现鹭群持续 10 多年了。”杨
胜说，每年清明过后，数千只鹭鸟从远方
飞来，在这里筑巢、繁衍，到 10 月份才飞
走。最常见的是白鹭、池鹭、夜鹭。

吴忠荣说，“鹭鸟喜欢在高大树木
顶部筑巢，多以群居为主，喜食鱼类。
在高大的枫树上筑巢，不仅视野开阔，
而且容易发现猎物，这给了它们很大的
安全感。”

正因如此，基佑苗寨 400 多亩肥美

的稻田鱼，以及那棵高大茂密的古枫
树 ， 为 这 群 鹭 鸟 提 供 了 得 天 独 厚 的

“吃”“住”空间。
“每年，稻田鱼差不多会被白鹭吃

掉一半。”村民杨世荣说，但大伙不仅
没有打过鸟，每年还会多放鱼苗，不让
白鹭饿着。

人有爱心，鸟亦有情。白鹭从此年
年来到这里，与人和谐共处成了一道亮
丽风景，该村成为“网红”打卡点。基
佑苗寨也借此发展乡村旅游，如今已是
剑河县知名旅游村寨，村民的旅游收入
逐年增长。全村 230户 1040人，去年人
均 收 入 超 过 10000 元 。 除 了 9 家 农 家
乐，村里还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稻田养
鱼、香猪养殖和白茶、朝天椒、中药材
等种植业。

500 多个鸟窝和 1000 余只鹭鸟，基
佑苗寨的故事，仅仅是贵州多民族共同
保护生态的一个缩影。全民参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绿水青山已经成为贵州人民
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

树上有 500多个鸟窝和 1000余只鹭鸟

基佑苗寨有棵“树坚强”

本报讯 （桐梓县融媒体中
心 陈亚江） 日前，在遵义市桐
梓县燎原镇蟠龙社区彩阳制衣车
间，数十名来自周边社区的务工
群众正熟练地操作缝纫机，赶制
来自珠海的订单。

2021年，桐梓县与珠海市鹤
洲新区结成东西部协作关系，双
方围绕“桐梓所需·鹤洲所能”
合作要求，从就业保障等方面重
点发力，谋划协作项目，促进群
众务工增收。

“自去年以来，我们共收到
东西部协作援助资金 45 万元，
购买了各种设备，扩大了生产规
模，为周边群众提供了 30 多个
岗位。”彩阳制衣车间负责人陈
松说，此外，在鹤洲新区牵线搭
桥下，车间产品销路得到进一步
拓宽，成功进入广东市场。

岗位增多，群众是直接受

益者。
“我家住新河社区，今年年

初，在居委会的帮助下来到彩阳
制衣车间务工，每个月有 3000 多
元收入。”务工群众余霞说，之前，
为了生计，她不得不四处奔波。如
今在家门口就有活儿干，不仅收
入增多，而且相当稳定。

据介绍，在鹤洲新区的帮助
下 ， 桐 梓 县 已 建 设 小 康 车 间 5
个，为近700名群众提供岗位。

此外，鹤洲新区帮扶工作人
员和桐梓县人社部门多次到珠海
实地考察，了解当地企业用工需
求，并建立劳务工作站，在帮助
桐梓群众到广东务工的同时，为
他们提供工作、生活及维权等服
务。同时，还从广东邀请技术人
员到桐梓，为群众提供烹饪、电
工、家政等技能培训，帮助群众

“在家”创业就业。

桐梓县

山海协作送岗位 群众增收好“钱”景

本报讯 （都匀市融媒体中
心 杨琴） 9 月 19 日，在都匀市
小围寨街道栋青树村潘继祥家的
果园内，结实饱满的红心猕猴桃
缀满枝头，十分诱人。“收购商就
在家中等着呢，这次他们订了 200
公斤。”潘继祥一边带领务工群众
采摘、装运，一边高兴地说。

以前，由于没有一技之长，
“如何致富”成了潘继祥时常思考
的问题。2016年，栋青树村推广发
展红心猕猴桃产业，在村干部的
引导下，潘继祥也参与其中。经过
几年的发展，如今，猕猴桃产业已
成为他家的“致富果”。

“ 我 家 种 了 10 亩 红 心 猕 猴
桃，亩产量达 500 公斤以上，除
去成本，一年可为我带来 4万元

收入。”潘继祥说。
据悉，栋青树村目前种植红

心猕猴桃 100 多亩，覆盖农户 11
户，年产量 1.25 万公斤左右，采
摘期从每年的 8月中下旬持续到
10月初，户均增收3万元左右。

“我们村的红心猕猴桃在都
匀很有市场，还没完全成熟时，
预订电话就响个不停了。”该村
党支部书记周路玉介绍，他们采
取施用农家肥、套袋管理的方式
种植，水果甜度适中，深受消费
者喜欢。

下一步，栋青树村将加强农
户种植技术培训，实行果园统一
管护、产品统一包装，通过打造
品牌进一步挖掘产品效益，助力
群众增收。

都匀栋青树村

红心猕猴桃 致富“金果果”

本报讯 （普安县融媒体中
心 李洪凡 刘光兰 孔芬 梁
赛 陈正党） 9 月 19 日，笔者在
普安县青山镇歹苏村玉米魔芋复
合种植基地看到，成熟的玉米地
里，是长势喜人的魔芋，村民正
忙着采收与管护。

近年来，歹苏村种植了 3000
多亩玉米，为提高土地经济效
益，2020年，该村引进普安县辰
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魔芋套
种。经过几年努力，培育出适应
性强、产量高、品质好的魔芋品
种，并于今年以与玉米套种的模
式进行推广种植。

“玉米的高茎秆能为魔芋撑
起‘遮阳网’，促进魔芋提质增

产，而追施魔芋的有机肥也有利
于玉米生长，从而达到‘一地两
用、一地双收’的高产效果。”
辰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邱
彬说，现在玉米已经开始采收，
魔芋将于 11月收获。

据介绍，今年该村示范推广
60亩玉米魔芋复合种植，预计玉
米产量超过 2.5 万公斤，魔芋产
量达 18 万公斤，总产值超过 120
万元。

产业的发展，为周边群众提
供了就近就地就业的机会。“我
将家中 4 亩土地流转给基地后，
就到里面务工，除了流转费和分
红，每天还能收入 120 元左右。”
村民王正祥说。

普安歹苏村

玉米套魔芋 一地两丰收

眼下，开阳县刘育村富硒高钙食用菌产业园种植的食用菌迎来收获
期，工人忙着采收供应市场。

近年来，开阳县因地制宜，引进农业技术人才，在刘育村大力发展
富硒高钙食用菌产业。目前，该产业园种有香菇、花菇、灰树花等食用
菌，种植面积 600余亩。 袁福洪 摄 （贵州图片库发）

菌香满溢
刘育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