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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语：
今年 2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

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
意见》正式公布，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乡村
振兴工作的高度重视。近年来，辽源大力
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发展农村产
业，助力农民增收致富，并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

乡村振兴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就是产业
振兴。产业兴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物质
基础和关键、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
提。产业振兴中，棚膜经济凭借可操作性
强、普遍适应性良好、投入成本可调节等优
点，成为东北地区农村产业中发展比较成
熟并且非常受农民欢迎的一项产业。

从近年来棚膜经济的发展趋势可以
看出，棚膜经济在辽源农村经济发展方面
不仅取得了良好成效，更对带动更多农民
创业增收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果。不
仅如此，有了棚膜经济健康发展作基底，
结合采摘、旅游、深加工、健康产业等发展
方向，也让辽源的乡村振兴工作拥有更多
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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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8日上午，在永治村采
摘园的樱桃大棚内，员工们正在
为满枝的樱桃花摘芯，以确保结
出的樱桃果实获得更充分的营
养。

据了解，从 2016年开始经营
的永治村采摘园距市区仅 10公
里，主打以樱桃为主的四季果蔬采
摘，在辽源地区很有名气，不仅吸
引了大量旅客前来采摘和购买，也
带动了其他旅游相关行业的发

展。仅去年“五一”至“十一”期间，
永治村五组的龙泉湖山庄就接待
前来就餐的游客近9万人次。

永治村打造的采摘园和涵养
林花海引来大批游客，也让村里
的山庄、农家乐和民宿等产业有
了可观的收入和发展前景。永治
村村书记正在酝酿新的投资计
划：在村里的山庄与采摘园之间
打造一条集餐饮、文化、特产经营
为一体的商业街，在增加吸引旅

客新看点的同时，为村民提供更
多可创业、就业的机会。同时，涵
养林产出的李子也将于今年开始
结果。村里将根据结果的产量、
质量等综合因素考虑开发新产
品，计划打造李子饮品生产线。

不仅如此，采摘园和满村花
海也引来许多投资者的目光。目
前，来自上海的投资公司正计划
在永治村打造旅游项目，项目已
经进展到设计阶段。

种旅结合聚人气 蓄力奋发待腾飞

3月 8日，在七一村六组村民
郑成义家的蔬菜大棚内，记者看
到一片长势喜人的水萝卜。郑成
义随手拔出一颗，简单清洗后让
记者尝了一下味道。他自豪地
说，这个品种叫“红丁”的水萝卜，
口感甜脆、不辣，非常适合老人和
小孩食用。

一转眼，郑成义种植大棚已
有三十多年。最初种地，因为地处
近郊村，种出的土豆、白菜卖给副
食商店，一共也就有四千多块钱的
收入，一斤白菜也只能卖上几分
钱。发展大棚种植后，一年四季可
种植，毛收入达到五六万元。从最

初的木板竹竿到后来的钢金支架，
现如今，郑成义家的2栋大棚包括
一栋冷棚和一栋暖棚。平时自己
买种子育苗，仅有冬季两个半月休
冬养地，其他时间都有“营生”可
干。从四十多天出棚的“红丁”水
萝卜、油麦菜、苦苣、小生菜，到东
北家庭餐桌必备的辣椒、茄子、西
红柿……郑成义家的蔬菜一年四
季不断地送往批发市场，不仅有稳
定的销售渠道，更因为种得好、有
口碑，收获了一批忠实客户。还有
市民认准他家的菜，专门开车过
来，只为买最新鲜的蔬菜。这也让
郑成义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新销售

渠道，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搞些
草莓和蔬菜采摘活动。

郑成义有一儿三女，现均已
成家。他的儿子原本在外打工，去
年也选择了回村里创业，在家养了
十来头牛，收秸秆、卖牛粪，养小
牛、卖大牛，也算干得风风火火。
而老两口凭借小型农机进行耕种，
可以大量减少人工。棚里的活儿
老两口自己基本就可以完成，平时
子女们谁有空也都会过来帮帮
忙。就这样，靠大棚收入，老两口
不仅能够自供自足、减少儿女养老
负担的同时，还能让孙子、外孙们
吃到老人自己种的新鲜果蔬。

养老不愁减负担 儿孙借光享天伦

3月 7日下午，在新力村的种
植大棚内，工作人员正在给葡萄
藤浇水缓苗，为五月的挂果做准
备。同时，为了不浪费棚内温度
和良好的采光空间，他们还利用
葡萄尚未萌发新叶这段“空档”，
在葡萄藤间的空地进行蔬菜种
植，给合作社的经营增加新收入。

西安区灯塔镇新力村的金穗
种植养殖合作社充分发挥党办合
作社优势，以“支部主导、农民自
愿，依法组建、规范运行，因地制
宜、稳步推进”为基本原则，主要
种植甜玉米、葡萄、甜椒、有机花
菜等特色农产品，同时养殖黄
牛。合作社流转土地

60亩，建设了3栋暖棚、3栋冷棚，
并引进“西门达尔”3代黄白花黄
牛品种 20头进行繁育。合作社
以“村企+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联产承包户+社会资金”等形式
入股，通过适度规模经营、提供集
约化服务，实现村集体增收和农
民致富“双赢”。

截至目前，新力村602名经济
组织联合社成员全部加入到合作
社当中。下一步，合作社计划用5
年时间，把果蔬种植面积翻一番，
黄牛养殖增至200头左右，年收入
达到20万元以上。带动产业上游
青储饲料种植、加

工，带动产业下游牛粪养殖蚯蚓、
蛋鸡饲养、发展蚯蚓蛋等循环产业
以及产品深加工项目，实现种植、
养殖、生产、销售一体化发展模
式和一二三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的目标。同时，探索生态农
业研学基地和生态观光
体验区建设，发展乡
村旅游经济，打造
乡村振兴发展
新格局。

合作赚钱带好头 全村共走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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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8日上午，在永治村绿
色棚室园区的一处辣椒综合暖棚
内，几名员工正给地里的辣椒苗
除草。这些员工都是永治村的村
民，他们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后，
可以选择外出务工或者直接在园
区打工，除年底分红外，还能再赚
一笔工资，可比自己种地赚得多
多了。

永治村“旅游+种植”模式给
村民带来的好处还有很多。村民
不仅可以入股合作社赚年底分
红，还可以凭借村里采摘种植带
来的人气创业就业。村里现有旅

游山庄、民宿、农家院等许多旅游
相关产业，尤其是去年村里的涵
养林开出一片花海，为永治村引
来许多前来打卡旅游的客人，也
为村民创业增收带来良好的前
景。去年 8月底，趁着全省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在
辽源举办的东风，永治村凭借采
摘和花海吸引了大批外地来辽人
员和辽源周边人群。市领导也看
到了商机，建议永治村就地摆摊
搞特色产品经营，把游客留下来、
把口碑打出去。村书记大手一
挥，喊来村民们带着自家的特色

产品，不拘产品类型、无所谓东西
多少，筐装车拉地带到观景地。采
果蔬、看花海、品美食、买特产……
场面十分热闹。没一会儿，村民们
带来的果蔬就被销售一空，这也给
村干部和村民们带来了强大的信
心，使他们更加充满热情地继续投
入到村里新开发的项目建设当
中。村支书带领村里有想法、有意
向、有实力的村民们，共同努力在
现有基础上拓展思路，继续打造一
条集餐饮、文化、特产经营为一体
的产业链条，打造辽源乡村振兴的

“永治特色”。

走好前头路 带动后来人

2月28日下午，在国庆村8组
的一栋温室大棚内，村民张德强
正带领员工们采摘新鲜的平菇，
将它们打包后等待运往长春、四
平等地。

张德强过去一直在外地务
工，但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农民，
他对土地的热爱深深刻在骨子
里，最终他还是决定回家乡发
展。张德强现在一共拥有 5栋温
室大棚。头一年，他种植的绿叶
蔬菜，虽然成本低、种植容易又收

益稳定，但还是少了一份发展的
冲劲和活力。去年，他又跟一位
种植蘑菇的朋友学了技术，自己
也搞起了蘑菇种植。

张德强从最好养的平菇开始
尝试，同时也尝试种植一些更有
种植难度、营养价格更高的蘑
菇。虽然蘑菇种植的成本比种蔬
菜要更高一些，但市场前景和利
润也都更加可观。自从张德强开
始种植蘑菇，采购商就早早地主
动上门联系，不仅承担了运输费

用，并且根据每日市场实时变化
给出不同的价格进货，使张德强
实现足不出户完成销售。

下一步，张德强将在平菇种植
的基础上，继续尝试其他更优质品
种蘑菇的种植。比如，他之前试种
的一种黄玉菇，从口感、营养价值
和市场价格都比平菇高上一大截，
无论是自己食用，还是打包成礼盒
送人，都非常合适。看着一筐筐刚
采下的鲜菇被搬上车准备运走，张
德强对蘑菇种植充满了信心。

小蘑菇有大市场 埋头苦干向未来

2月 27日下午，在向阳村六
组村民陈成军家的温室大棚内，
陈成军和工人们正在收割蒜苗，
一旁是刚清理好准备重新栽蒜的
池子，陈成军请的帮工正在将一
整推车的废弃蒜苗根拉走。

陈成军仅有不到 4亩地，其
中适合进行大棚种植的只有 3亩
左右，仅能修建 3栋大棚。正是
凭借着这 3栋大棚种植蒜苗和部
分小叶菜的经营产出，平均每年
都能赚个几万块钱。当年，陈成
军的父亲正是借着大棚种植的营
生，养活了一家三代人。现在，大

棚主要由儿子陈成军经营，平时
干活以雇人为主，既让忙碌一辈
子的老人歇歇，也能带动几位乡
亲就业，但闲不住的老人还是常
来大棚，总是帮着忙里忙外。

据向阳村书记屈景芳介绍，
向阳村是近郊村，人多地少，仅靠
种地赚钱养家是根本不可能的。
穷则思变。向阳村的村民们早早
地开始尝试其他赚钱项目，并且
各组都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其中
六组的棚膜经济搞得最为红火。
110余户村民中，有 90多户人家
都在进行大棚种植。现全村共有

200多栋大棚，六组就占了一半。
这些年下来，不仅村里的棚膜经
济发展成熟，还形成了以合作社
统一代销的产业链，在市场竞争
和应对价格变化上可以更加从
容。

很多农民除了种植外，没有
其他特长，想搞创业更是没成本、
没技术。向阳村积累了 20多年
的棚膜经济发展经验，而且种养
结合和多样化、特色化种植等尝
试都取得了比较不错的成果，非
常值得其他有创业想法的农民尝
试借鉴。

一亩三分地 养活三代人

樱桃大棚里春意盎然樱桃大棚里春意盎然，，樱桃花陆续开放樱桃花陆续开放。。预计五月份可迎客采摘樱桃预计五月份可迎客采摘樱桃。。

温室的辣椒苗已经进入花期温室的辣椒苗已经进入花期。。村民正忙着给辣椒除草村民正忙着给辣椒除草。。

鲜嫩的蘑菇应时上市鲜嫩的蘑菇应时上市，，丰富了市民的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菜篮子”。”。

翠绿挺拔的蒜苗已经新鲜上市，不断丰
富着百姓的“菜篮子”。

地里的水萝卜正陆续上市地里的水萝卜正陆续上市。。接下来接下来，，将进将进
行生菜行生菜、、茼蒿播种育苗工作茼蒿播种育苗工作。。

葡萄园内葡萄园内，，果农修枝果农修枝、、浇水浇水、、整理土地等一系列劳作有序进行整理土地等一系列劳作有序进行。。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