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光华：

念好养牛“经”“负”翁变富翁
通讯员 张亚宁

设备“健康”上岗 助力春耕备耕

小小玉米粒 越“变”越金贵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刘玉蓉

近日，走进子长市南沟岔镇南家墕
村纪光华家的牛棚，看到一头头黄牛仰
起脖子，在圈舍里悠闲地走动，时不时发
出“哞哞”的叫声。而一旁的“牛倌”纪光
华提桶倒水、添加草料、清理粪便……忙
个不停。

“这段时间天气忽冷忽热，管好牛的
营养之外，还要注意各类疾病的防治。”
纪光华停下手中的活，笑着说，“再过 20
天，我要卖 5头牛，估计能卖 6万多元，给
自己来个开门红吧。”

今年 58岁的纪光华上有老下有小，

是一家6口人的顶梁柱，但曾经的他没有
可靠稳定的收入，家庭生活过得十分艰
难。由于母亲年迈、父亲残疾，儿子身患
白血病、女儿仍在上学等重重困难，让这
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沉甸甸
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一度消弭不
振，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2020年，驻村工作队多次分析研判
全村产业发展形势，认为南家墕村草源
和水源充足，地理条件成熟，决定发展养
牛产业，很快向全体村民发出倡议，并将
各类扶持政策进行公示和宣传。仿佛泥
潭中遇见曙光，纪光华认为他翻身的机
会来了，于是第一个报了名。

“受苦人不怕吃苦，光靠种地养活不
了一家子，现在国家的扶持政策这么好，
再说畜牧技术员上门指导，我养牛的信
心可足了。”纪光华回忆起当初养牛时的
情形记忆犹新。

就这样，纪光华开始了他的脱贫致
富之路——养牛。从小帮父母喂牛的经
历帮他打好了“识牛”的底子。为了养好
牛，他每天起早贪黑，悉心照顾，闲暇时
间借助手机在网络上学习养牛经验，还
购买养殖专业书籍。遇到困难，在网上
查资料、学技术无法解决的，便向周围有
养殖经验的人请教，或者跑到市里找畜
牧专家。短短三年时间，纪光华琢磨出
了一套自己的养牛经验，他的生活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里人看到纪光华养牛挣了钱，都
来找他讨要“良策”，纪光华知无不言，帮
村民们选牛种、搭牛圈、日常养护、疾病
防治，他成了南家墕村及周边村子的养
牛“土专家”。南家墕村这片曾经贫瘠的
土地上，已焕发出蓬勃生机。

“在纪光华的带领和帮助下，我村有
21户发展养牛产业，整体养牛规模达到
320头，养牛产业成为全村脱贫致富的主
导产业。”村党支部书记薛文刚如是说。

“他凭借着对养牛的执着，为全村树
立了典范，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但他
致富后不独享成果，帮助和带领全村村
民依靠养牛致富，变成了现在拥有 20多
头牛的村中小‘富翁’。”驻村第一书记韩
飞说，“这几年，在政策支持和养殖户的
努力奋斗下，南家墕村村民的幸福生活
越来越‘牛’了。”

三年来，纪光华依靠党的惠民政策
苦干实干，致富路子越走越顺，每年收入
可达 10余万元。2022年，他的家庭人均
纯收入达到 1.5万元。养牛敲开了他的
幸福门，乡亲们对他羡慕不已。

“我特别困难的那几年，国家政策扶
持，很多人都帮我，现在我的生活好了起
来，我也要回报社会。一人富了不算富，
大家富了才算富，我还要带领全村人发
家致富，希望我们村的生活越过越红
火。”说到未来发展，纪光华脸上露出了
幸福的笑容。

近日，记者走进黄龙县圪台乡乡村
振兴产业园区，机器发出的轰隆声不绝
于耳，色选、加工、包装等各个生产线正
在有序运转，淡淡的玉米香味在车间弥
漫，原来是黄龙县圪台乡的杂粮加工厂
开始了2023年的生产。

圪台乡地处玉米适生区，昼夜温差
大、无霜期短、生长周期长，这些优质特
点使玉米的谷氨酸、膳食纤维、淀粉、糖
等成分的含量较高。同时，玉米是当地
产量最大的农作物，年总产量达1万吨以
上。榆蓝高速开通后，该乡利用交通便
利的优势，开始发展玉米加工产业。

从原粮到初加工产品，圪台乡党委、
政府紧紧围绕“延链补链强链”做文章，
在现有产业的基础上，谋划玉米全产业
链布局，小小玉米粒走出田间地头，走上
生产线，经过多道工序，化身玉米糁、玉
米仁、玉米粉等多样产品，使玉米附加值
提升，越变越金贵，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在该产业园区内，投资420万元建成
的杂粮加工厂配套有原料库、加工厂房、
烘干厂房、成品库、宿办楼等各类设施，
引进的玉米产品全自动加工生产线可实
现日加工 60吨，是延安市首个以玉米加
工为主的杂粮加工厂。院子里，工人们
正忙着从运输车辆上卸玉米，脱粒、烘
干，各个程序有条不紊。加工车间内，玉
米色选、加工、除杂、包装等一气呵成。
玉米全产业链的发展，建立起了玉米种
植、收储、加工的良性循环，增加了农民

收入。
“村里建起了杂粮加工厂，对我们农

民来说真是一件好事，玉米就近加工，厂
子把中间的差价让给我们，每斤玉米的
收购价格大概能比市场上高 2 毛钱左
右。”正在给加工厂送玉米的种植户杨金
华高兴地说，“可别小看这2毛钱，我总共
种了 20来亩玉米，产量在 3万斤左右，算
下来我一共可以多收入6000多块钱呢。”

加工厂不仅能让群众在种植上增
收，而且还为村集体分红。在圪台乡村
企联建发展模式的推动下，企业与村集
体通过土地资源达成合作，支部为企业
协调土地，企业出资建设加工厂，资产
属村集体所有。同时，双方签订了土地
使用合同、劳务用工协议等相关协议，
形成了企业按照当地土地使用市场价
格支付土地使用费给村集体，每年能为
村集体保底收入分红 8万元。日常管理
中，企业还有二三十个用工岗位优先选
用当地村民，增加了群众的经济收入。
目前，该加工厂按照日加工生产 50吨玉
米计算的话，年生产量约 1000吨，年产
值 3800万元。小小玉米粒一下就有了
4份收入。

“这里的玉米产品生产流程我们看
得见，干净卫生还好吃，学生们吃着也放
心，所以我们学校和加工厂签订了长期
采购合同，定期采购。”黄龙县圪台乡中
心小学后勤采购负责人李晓伟说。

加工厂因生产的“田园苜渠”玉米系

列产品质量好、口感佳，深受广大消费者
青睐，使圪台乡的玉米走出了黄龙，走到
了宜川、韩城、西安等周边城市的餐桌。
玉米产业链不断延展，结出实实在在的
效益之果。

依托得天独厚的优势，圪台乡玉米
走出了新路子，小玉米越变越金贵，玉米
产业正如朝阳般缓缓升起。

“我们继续向上延伸产业链，向下补
充产业链，推动玉米产业链重点向玉米
挂面、黄金米、酿酒、饲料粉等深加工、高
附加值的方向延伸升级，逐步形成分工
合理、链条完整、运行高效的玉米全产业
链格局，为乡村振兴赋能。”提起今年的
打算，黄龙县圪台乡乡长杜芳伟满怀信
心地说。

“两边的土壤都把药剂喷上，让药剂
跟土壤充分融合，把这个作业带做宽一
点……”3月 12日，在洛川县凤栖街道谷
咀村上黑木小组村民史再民家的果园，
该县苹果产业研发中心的工作人员给他
进行果园重茬土壤处理等方面的技术指
导。

史再民去年把自家的残败果园挖掉
后，准备新建矮化密植园。但新栽植的果
树成活率不是很高，茎腐病、根腐病等问
题很严重，这让史再民很迷惑、也很烦恼。

“在一次参加村上果树管理技术培
训时，听果树专家说这是土壤没有处
理带来的问题。”史再民说。于是，他
把去年栽植的幼树全部挖掉，对土壤
进行处理，研发中心的工作人员还上
门为他指导。

果研中心的工作人员经过实地查看

后，采用了适合他家果园土壤处理的棉
隆土壤熏蒸法，并认真地为他讲解每个
阶段的技术要点。

“土壤处理的目的是把土壤里的根
际线虫杀死，降低土壤的有害物质，达到
净化土壤的目的。”洛川县苹果产业研发
中心干部韩玉侠说。

同在谷咀村的村民党长生，2019
年将自己的 7亩果园挖掉，改建矮化密
植园。在建园前期，他详细咨询县苹
果产业研发中心的工作人员，了解到
自己果园适用的是施入物料土壤处理
方法，于是严格按照技术指导要点，对
果园进行土壤处理，随后，栽种了矮化
自根砧苗木。2022 年，他的果树实现
了初挂果。

“去年一亩地大约产了 1000公斤苹
果，与同村和我同年栽的果树相比，一亩

地能多产出 250公斤左右，按正常 1公斤
苹果卖3块钱算的话，与没有经过土壤处
理的树比，我每亩地能多卖 1500块钱。”
党长生说。

针对洛川果园老化、老龄树偏多等
问题，这几年洛川县加快基地更新步伐，
逐步推广矮化密植园建设，但在挖老树、
建新园的过程中，重茬建园的问题也逐
渐凸显出来。

据洛川县苹果产业研发中心主任李
前进介绍，根据测算和这几年的评估，重
茬建园如果不进行土壤处理，果园就会
有土传病，有细菌、也有虫害，导致新建
园长势弱，生长量小，后期结果能力降
低，平均亩产量会降低 20%。于是，从
2017年开始，洛川县苹果产业研发中心
就与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洛川县束怀瑞院士工作站等专家紧密合

作，开展重茬建园技术试验研究，探索出
挖坑晾晒、熏蒸处理、作物轮作以及大量
施入物料等土壤处理方法。2022年，还
制定了《洛川县重茬土壤处理技术规
程》，成为地方标准，在全县大面积开始
应用、推广该技术，为今后苹果高质量发
展奠定了生产端的基础。

目前，该县重茬土壤处理果园面积
达 2万亩，预计今年新建的 2.5万亩矮化
密植园也将进行重茬土壤处理。

“我们将根据洛川的具体实际情况、
果园的具体生态环境以及果农的承受能
力，包括果农家里有几块果园能不能轮
作开，需要周期长短等情况，制定不同的
技术方案，精准指导果农进行土壤重茬
处理，助推洛川苹果高质量发展。”洛川
县苹果产业研发中心主任李前进信心慢
慢地说。

旧土变新土 果园焕新机
通讯员 张敏 庞琨 记者 孙艳艳

本报讯（通讯员 张亚宁 记者 叶四青）“技术
掌握了，农机具就能正确安全使用，种植的效率肯定
能提高不少。”3月10日，子长市农机推广中心在玉家
湾镇苏家焉村振兴广场为群众开展农机具检修培训，
并给他们带来购买农机具的政策信息。

培训现场，技术员一边耐心讲解，一边实操演练，
群众聚精会神听讲，时不时互问互答，气氛热烈。

“这次培训是我们开展春耕备耕农机具检修培训
的一个点。我们组织专家组团队深入各镇（街道）、便
民服务中心，各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经销企业指导农
业机械检修保养，确保机械农户使用的每一台设备

‘健康’上岗。”子长市农机推广中心技术员白杨说道。
“今年的培训比往年灵活多变，内容也全面详

实。包括农机具补贴政策、补贴范围、农机具的检修、
驾驶证的申领等。”玉家湾镇峁底村山地苹果种植户
牛满俊说。

开春以来，子长市农机推广中心为解决农户在农
机具方面的后顾之忧，结合子长实际情况，按照地域
划分成东西两个片区，将农业农机技术人员分成两组
宣传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同时，重点向农机手传授
农机生产、作业维修技术，提供科技咨询、技术指导和
作业信息服务，帮助农机手解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
助力春耕生产工作顺利进行。

3月6日，在延长县举行的世行贫困地区农村社区
发展项目分红会议上，绿农、火焰山、耕基 3家合作社
获得分红资金6.1万元。

据了解，世行贫困地区农村社区发展项目是世界
银行与陕西省政府合作实施的一个综合性农村扶贫
项目。作为项目实施单位之一的延长星火燎原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带动了绿农、火焰山、耕基 3家合作社
发展不同的农业产业。合作社共有 721户社员，其中
359户为脱贫户。经过一年的项目运营，取得了不错
的收益。 记者 乔建虎 摄

“你看，这就是刺梨花纹样。”
“好看吧？这是黔西南州布依族绣娘绣的。”
9日中午，贵州代表团分组审议刚刚结束，中国民间

商会副会长、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代表手里的蓝色刺绣
笔记本吸引了几位代表的目光，言语间，她满是自豪。

这样的笔记本，一位熟练的绣娘一天就可以绣10
本，卖出去能获得四五百元收入。对于大山深处的农家
妇女而言，既可以打工赚钱，还不耽误照顾老人小孩。

能帮助贵州山乡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对夏华
来说是个“意外的收获”。这一切要从 20年前的一次
采风之行说起。

2003年，为了让公司生产的服装更具“中国风”，
夏华和同事们来到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山
寨采风。绣娘们手中的精美绣品让她眼前一亮，她敏
锐地觉察到，苗绣不仅能为服装产业赋能，其本身就
具有产业化价值。

1200多家工坊、2万多名绣娘、8000个纹样的数据
库、1000多名来自全球的设计师……经过多年探索，
夏华和同事们搭建起数字化苗绣产业平台，推动手工
技能实现标准化，促成传统技艺融入国际时尚潮流。
这些努力，较好解决了苗绣产业化发展进程中遭遇的
工坊小散、产品单一、创新乏力等问题。

笔记本、手提包、帆布鞋……这些年来，各式各样
的特色绣品变身“国潮好物”，带给上万名绣娘可观收
入，经营得法的家庭工坊年收入能达百万元。

工坊，是数字化苗绣产业平台的生产单元，夏华
为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绣梦工坊”。

“绣梦，以绣圆梦。”如今，已有近 500名绣娘扩大
生产规模、组建起自己的刺绣团队，带动更多山乡女
性就业。

夏华说，绣娘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实现梦
想。产业与市场之力，让资金、人才、技术走进山乡村
寨，传统手工艺变成商品走向都市。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民营企业怎样更好发
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先富带后
富，民营企业家如何找准定位，更好担当起自身的责
任与使命？

“今年，我要努力让平台上的绣娘达到10万人，带
动更多农村妇女就近就业，推动中国的手工艺产业更
好走向世界。”夏华说。

“推进乡村振兴，民营企业大有可为”
——贵州黔西南州布依族山乡的“绣梦”故事
新华社记者 刘夏村

分红喽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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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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梦圆

进行时乡村振兴

他力量乡村振兴

● 纪光华在给牛添草料

● 工人在加工玉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