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烤烟移栽正当时 技术服务“零距离”

进行时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任琦 通讯员 叶忠
勇 张伟丽）眼下正值烤烟移栽生产的
好时节，富县牛武镇抢抓节令，组织农
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跟进烟叶种植技
术指导服务，有力促进了烤烟生产有序
推进。

日前，记者走进牛武镇烤烟规划连
片种植地块，富县烟草分公司牛武烟叶
工作站工作人员正在为烟农进行培训，
村民们也正在忙活着选苗移棚，现场一
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牛武镇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种
植烤烟方面占据了海拔、土壤、气温等非
常独特的地理优势，种植出来的烟叶色
泽好、质量高。“我今年种了 32亩烤烟，
覆膜机、起垄机用起来省工、省力，覆膜
机一个人就能操作，效率非常高，我种起
来也很有动力。”牛武镇寺庄村村民周进
明说。

烤烟产业是富县川道乡镇主导产
业之一，见效快，经济价值高。目前，
全县共栽种烤烟 1.26万亩，其中牛武
镇预计种植烤烟 6000亩，为确保实现
预期目标，当地把烤烟育苗、烟土起
垄、大田移栽等作为重中之重，烟叶
站技术人员、乡村干部等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技术指导服务，督促检查预整
地进度质量，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
成烤烟移栽工作。与此同时，当地还
通过机械化起垄、测土配方施肥、地
膜覆盖、密集式烤房等科学技术，不
仅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也提高了种
植效益。

牛武镇相关负责人表示，烤烟生产
是该镇川道的主导产业，今年将采取宜
机化改造，对土地进行整理和深翻，以此
提高烟叶质量及产量，让烟农增收，让产
业更好发展。

● 技术人员指导烟农育苗

近日，记者来到宝塔区李渠镇柴崖
村奋发养牛场，牛舍里，一头头膘肥体壮
的西门塔尔肉牛健康成长，这里就是让
柴崖村群众腰包鼓起来、日子越过越

“牛”的地方。
“我们现在有西门塔尔牛 65头、夏

洛莱牛 13头、秦川牛 32头，年收入能达
到 20余万元。我们选用的都是优质饲
料喂养，合理搭配精粗饲料比例，按标
准添加矿物质、维生素、小苏打、食用盐
等等，满足种牛自身需要。”该村党支部
书记高伟说起自己养牛的经验，满脸的

自信。2018年，高伟主动带头发展养牛
产业，为村里群众探索致富新路子。经
过几年的经验积累，对于牛的常见疾病
及防治办法，高伟算得上是“土专家”
了。

柴崖村村民李东军告诉记者：“我们
柴崖村是脱贫村，以前村集体经济薄弱，
经过村‘两委’广泛征求意见、多次学习
考察、反复商讨谋划，决定发展养牛产
业。我们村民可以入股，每年还可以分
红，村集体和农户的收入都增加了，现在
看着养牛场越办越好，我们心里也特别

高兴，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奋发养牛场以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为

目标，采取“党支部+合作社+村民+贫困
户”经营模式，于 2018年 5月注册成立
了柴崖村奋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采取村民土地入股和现金入股等方式，
吸纳股民 69户，其中脱贫户 3户，累计
投资入股 87.1万元。在合作社稳步发
展壮大的同时，积极带领周边乡镇个体
户发展养牛，为他们提供优良品种的出
栏牛和专业技术指导，并与食品加工、
农业生产、粪污处理等行业企业建立了

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合作关系，吸
引了甘肃、内蒙古、山西等地客商前来
交易，合作社现已累计实现盈利 60万
元，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有效壮大了村
集体经济。

高伟说：“今后，柴崖村将紧紧围绕
提振乡村振兴、提升集体收益、提高村民
收入的目标，继续对奋发养牛场圈舍进
行改造提升，硬化上山生产道路，不断扩
大饲养规模，延长产业链，把养牛业做大
做强，尽快实现千头牛场的目标，让村民
们的生活更有奔头。”

支部引领农户发“牛财”
记者 王静 通讯员 魏莹

看小康走进乡村

● 马豆豆正在手绘文化墙

本报讯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吴舒捷 侯翠） 5月 3日，洛川县槐柏
镇贺卓村村民马豆豆回到家乡，用手
中的画笔为家乡增色添彩。勾线、调
色、绘图……马豆豆围绕乡村振兴、移
风易俗和生态宜居等主题，充分发挥创
造力与想象力，利用两天时间，将村上一
面面白墙打造成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
墙。

“90后”的马豆豆毕业于四川美术
学院，现在是西安一美术机构的老师。

“五一”假期前，她接到村干部的电话，
邀请她为家乡手绘文化墙。“通过这次
为自己家乡画墙绘，不仅加深了我对家
乡的认识，还丰富了我的假期生活。另
外，我为能够用自己所学为家乡的建设
和发展出一份力而感到自豪。”马豆豆
说道。

马豆豆为村子画的墙绘不仅扮靓了
村居环境，还营造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浓厚氛围，让乡村文化墙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提升村民文明素质。

“90后”美术老师回乡画墙绘

巧手绘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小康梦圆

● 农技人员查看施肥播种机耕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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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小康实践纪录小康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 吴仓堡村村民谷佩在投喂饲料

小山村走上富“渔”路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温巧莉 徐志全 张娜

走进吴起县吴仓堡镇吴仓堡村老谷
生态农业庄园，远处的山上草绿树青，近
处库坝里连片的网箱在阳光的照射下波
光粼粼，鱼儿不时跃出水面，农户谷佩正
忙着投饵喂食，悠闲自在的鱼儿游来游
去，一派和谐自然的田园景象。

谷佩是吴仓堡村村民，2019年大学
毕业后，一直在外奔波，收入很不稳
定。今年，借助吴起县惠农政策，谷佩
毅然返乡创业。“今年的鱼苗长势不错，
目前投放了 3万尾鱼苗，估计秋季产量
能达到 5万公斤，根据现在生态鱼的市
场价格，这将是笔很不错的收入。”谷佩
高兴地说。

吴仓堡村发展网箱养殖仅是吴仓堡
镇发展渔业养殖的一个缩影。在韩沟门
村的生玺工厂化渔业养殖场，20个工厂
化高密度循环水产养殖箱体整齐排列，
每个箱体上的进水口、出水口、增氧口
等都被白色的管道串联起来，箱体下方
管道里传来的潺潺流水声，正是整套循
环水系统绵密有序运行的标志。透过
箱顶的“天窗”可以看到水体匀速流动，

鱼群在水中慢慢游动，投一把饵料下
去，顷刻间就有上百条鱼抢食，激起一
阵水花。

工厂化渔业养殖是吴仓堡镇设施渔
业的一个“新样板”，具有占地少、密度
大、收益高等优势。目前，该养殖场共投
放鲤鱼、鲫鱼、草鱼等2万多尾，全年计划
投放5万尾鱼苗，预计全年上市鱼产量有
望达到3万公斤，产值可达60余万元。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石。近年
来，吴仓堡镇聚焦渔业高质量发展，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以发展设施渔
业为抓手，在原来生态养殖、池塘养殖的
基础上，发展网箱养殖和工厂化养殖，实
现农民生活增收、渔业生产增效、乡村生
态增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目前，我镇水产养殖总面积已达到
2000多亩，水产品总产量预计 30万公
斤，渔业产值900万元。接下来，我镇将
不断扩大养殖面积、增加养殖种类、引进
先进技术，走出一条乡村振兴发展的新
路子。”谈及下一步渔业如何发展，吴仓
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袁海湖说道。

本报讯（通讯员 吕梅 记者 王静）“2行玉米 3
行大豆，既增加了光照和通风，又增强了抗病和抗倒伏
能力，玉米长得好，大豆也能丰收，算算账，一亩地能有
一亩半的收入……”近日，冯庄乡康坪村的会议室里聚
集了40余户村民代表，片长白喜军正在详细地给大家
讲解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之前也听说过大豆和玉米套作的好处，又听了今
天的讲解，我觉得很有前景，加上现在政策也好，又教
技术又补化肥，我肯定要跟着种。”村民任军说，其他农
户也都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表现出了极大的
兴趣。

几日后，康坪村农田里处处可见农民、农技人员忙
碌的身影，施肥播种机也在加紧作业，虽然是首次尝
试，但身边有农技专家的指导，还有良种和化肥的支
持，农户们像吃下了“定心丸”，个个干劲十足。截至5
月7日，冯庄乡在康坪、薛家湾等村完成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试点种植近1000亩。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今年以来，冯庄乡高度重
视旱作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采取片长包抓示范点、农技
人员蹲点服务等举措，全力引导农民由传统玉米种植
向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转变，确保粮食增产和农民
增收齐头并进。

玉米地里种大豆
“一地双收”效益高

春耕时节，在重庆江津区白沙镇复建村，由重庆
灏真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聘请的农技人员又下田帮农
民做技术指导了：复建村的水稻种植基地统一按照
富硒绿色稻米的要求进行种植，“在栽秧之前，一亩
要施约 40公斤的底肥；按照 50亩配备 1个杀虫灯的
标准，可以有效实现生物防治……”农技人员给农民
讲得很细。

由企业免费提供种子、肥料和技术指导，由农民
自主安排农业生产，灏真农业公司在江津开发了“津
硒小米”“灏真富硒米”两个品牌，其富硒稻米订单种
植面积达到了 2000多亩，富硒稻米订单收购价比普
通稻米每斤高出 0.2元左右，农民种植富硒稻米平均
每亩能增收约200元。

江津是重庆农业大区，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农
资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种粮在一些农民眼中成了

“亏本买卖”。但江津发展粮食产业，也有生态环境
良好、土壤普遍富硒等优势禀赋。

要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关键要让种粮见到效
益。江津区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
提出了“品牌主粮”的发展思路，通过推广绿色、科学
种植，重点推出富硒稻米、富硒高粱等健康农业品
牌，让种粮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稻米是否富硒，口说无凭，需要严把质量监督
关。“为了做好富硒稻米等农产品的质量监督管控，
区里专门成立了富硒农产品监督检验检测中心，添
置专业设备，配备技术人员，为稻米等农产品免费检
测硒含量。”江津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任童建川
说，目前江津已初步建立起集中生产、加工、销售、监
管于一体的富硒主粮产业链条。

在江津区白沙镇芳阴村，种粮大户邱平流转了
1200多亩水稻田种植富硒稻米。“以前一家一户种
粮，品种杂乱、生产流程也不统一，小打小闹不成规
模。”邱平告诉记者，如今规模种粮，要符合区里富硒
农产品种植标准，搞的是农机犁地、无人机飞防，一
亩利润有两三百元，种田也有了“钱景”。

延长加工链、产业链也能让富硒稻米价值增值。
重庆市瑞远农业开发公司在江津区也有 3000多亩富
硒稻米订单种植基地，这家企业不仅销售富硒稻米，
还以富硒稻米为主要原材料，加入多种杂粮，推出富
硒膳食纤维冲调粉等多种精深加工产品，市场反响
很好。

在江津，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品牌主粮”不仅能
吃，还能观光游览，进行农事体验。区里不少农业
企业抓住市场商机，推出了“硒游记”等农业观光购
物旅游线路。

“围绕富硒稻米等‘品牌主粮’，推动稻田生产基
础设施完善、拓展农业产业链条，目前江津富硒稻米
产业年产值近 14亿元，对于提高种粮效益，稳定粮食
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江津区农业农村委主任杨栋
群说。

好米如何卖出好价钱
——重庆江津富硒“品牌主粮”的稳产故事
新华社记者 李松 朱高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