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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记者乘车从丹凤县城往北走了 50 公里，来
到了庾岭镇石门塬村。走进石门塬村，看见村民或在制作
天麻菌种，或在田间挥动着锄头，或在门前拉着家常。潺
潺溪水沿村道而下，一幅动人的春耕村景图缓缓展开。

近年来，石门塬村在丹凤县科技和教育体育局的包扶
下，在石门塬村致富带头人的带领下，村庄环境变美了，村
民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天麻菌种成致富天麻菌种成致富““金钥匙金钥匙””

石门塬村海拔 1300 多米，气候温差大，植被丰茂，温

度和湿度合适，是种植天麻的理想之地。每到 2 月，勤劳
的村民就会提前制作菌种，为下一次的丰收播下种子。

“我们村人人都会种天麻，不少人都会做菌种，天麻、
茯苓等中药材是本村的主导产业。别看这儿离县城远，但
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小汽车，全都是天麻的功劳！”丹凤
县科技和教育体育局驻村第一书记何淼说。

村民王桂林正在如火如荼地生产天麻蜜环菌。只见
门外是准备装车的蜜环菌种，有几名中年妇女在忙碌地搬
运蜜环菌袋。

今年 58 岁的王桂林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曾担任过
村党支部书记。退休后，他不但没有闲下来，反而更加勤

劳地经营菌种作坊。天麻菌种、茯苓菌种，王桂林都会做，
他做的菌种畅销到蔡川、峦庄等镇，常有农户慕名上门来
购买。去年，他种植了 2 亩多地 3000 多窝的天麻，一时成
了村里的天麻种植大户。

“轻轻松松上 10 万元。”问到年收入，王桂林笑着说，
“去年 2 月，我从汉中引进了黄豆蜜环菌，这种蜜环菌用黄
豆、棉籽壳等加工制成，这种菌种发菌快、产量高，还降低
了成本，在市场上极受欢迎。”

2 月 22 日，王桂林去蔡川镇谈下了 2 万多元的菌种单
子。与此同时，前来预定蜜环菌的电话接二连三地响。实
在忙不过来，王桂林就开出每人每天 100 元的工资，雇了
10名村民来帮忙。

凝心聚力发展产业凝心聚力发展产业

“全村种植天麻 400 多万窝、茯苓 20 多万窝，这些中
药材是我们村的致富‘金钥匙’。”石门塬村文书侯启宏说。

记者走进庾岭镇石门塬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菌种厂，只
见架子上密密麻麻摆放着菌种，菌种一袋售价 3 元。此
时，恰逢一位村民开着三轮车前来购买菌种。询问得知，
这位村民名叫梁明生，是村里的脱贫户，他购买了 1000 袋
菌种，想依靠天麻种植继续增加收入。

石门塬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菌种厂总投资 250 万元，占
地面积 2600 平方米。菌种厂投产以来，年可生产天麻等
药业菌种 20 万套，促进了贫困户的产业发展，巩固提升了
115户脱贫户的脱贫成果。

“菌种厂成立以来，通过流转土地、发放实物、入股分
红、参与务工等方式，共带动 131 户贫困户发展天麻、猪
苓、茯苓等中药材 137万窝，安置农村劳动力 50多名，实现
贫困户人均年增收 2500 元。目前，村集体经济累计实现
纯盈利 30 多万元，为推动全村优势产业发展、增加贫困群
众增收、加快集体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丹凤县科技
和教育体育局驻村工作队队员陈典锋说。

真情帮扶不落下一人真情帮扶不落下一人

“我 72 岁的生日过得太幸福了！”1 月 12 日是石门塬
村五保户吴存林的生日，他感慨地说。

吴存林无儿无女，年轻时在西安当环卫工，一干就是
30多年，后来他年纪大了，不想给国家添麻烦，便申请回到
老家，住进了村里的集中供养点，这一住就是 12 年。随着
时间的推移，慢慢衰老的他生活更加艰难。

1 月 1 日是新年第一天，丹凤县科技和教育体育局驻
村工作队给吴存林送来了蔬菜，表示新年的慰问。闲聊的
时候，吴存林无意说出了 1月 12日是他的生日。驻村第一
书记何淼默默记在心里，回去后就和队员商量着怎样给吴
存林过一个生日。协商好以后，大伙就各自分工准备。

1 月 12 日一早，何淼和同事开车接走了吴存林。由于
是在疫情防控期间，无法给老人买来蛋糕和生日礼物，所
以工作队队员们只能带着吃的和饮料，邀请了几位平时和
吴存林常联系的老人给吴存林庆祝生日。

当天，吴存林激动地流下眼泪：“国家对我们这一代
人太好了，有吃的，有喝的，还有这么好的驻村工作队，人
生无憾。”

今年 44 岁的周文付是五保户，也是残疾人，但他身残
志坚、自力更生。记者见到周文付时，他正在筛锯末子，用
于制作茯苓菌种。

“今年种了 2000 多窝天麻，预计收入 5 万多元。我还
做了 3 万袋蜜环菌，已经销了 6000 多袋，周边的人都来买
我们村的蜜环菌。”周文付拿着蜜环菌说。

为了做好菌种，去年周文付还花费 2800 元购置了锅
炉。“村上对我好呀，要是没村上帮忙，我一个人这日子也
过不前去。”

前年，村上为周文付发放了 5000 元产业奖补，鼓励他
发展产业。村上还为周文付申请了公益岗位，一个月可增
收 510元。

天 麻 生 金 富 村 民天 麻 生 金 富 村 民
宋雨萌

本报讯 （余偏林 孟艳玲）今年以来，柞水
县通过及时开展“点对点”集中输送务工人员暨
春风行动等活动，有效拓宽了村民创业就业渠
道。近年来，柞水县全力落实建基地带就业、抓
产业带就业、设岗位带就业“三带就业”举措，促
使脱贫群众就地就业稳增收。目前，全县累计脱
贫群众务工达 1.9 万人，年人均务工收入 19670
元。柞水县已获得省级创业型城市和返乡农民
工创业示范县称号。

该县全力打造创业孵化基地5家，孵化创业实
体 295家，带动脱贫劳动力创业就业 885人，将乡
村旅游、高端民宿、美食街区、康养度假与创业扶持
深度融合，建成农民返乡创业示范村1个、创业园1

个，带动就业创业 625人，终南山寨被认定为省级
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全县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已建
成县镇级标准化创业服务中心 10个，配备专职工
作人员 18人，落实创业贷款 2600万元，兑付贴息
资金426.7万元，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237人1181
万元，发放创业孵化项目补贴61.2万元，创业孵化
基地已成为返乡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

县上把木耳产业作为就业的突破点，已建成
全省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木耳菌包生产
基地，引进培育木耳产业化企业 14 家，组建股份
合作社 82 个，全县发展木耳大棚 1960 个、生产
基 地 60 个 、专 业 村 46 个 、种 植 户 3900 多 户 ，
4133 名脱贫人口被镶嵌在木耳产业上。同时，

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培养“农忙在田+农闲务工”
“种植+养殖”“养殖+蓝领”等复合型职业农民
100多名，550名脱贫人口转变为产业工人，并以
搬迁安置点为重点，引进培育纺织服装、特色种
养、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已认定就业帮扶基
地、帮扶车间 35家，带动 786名脱贫劳动力就业，
促使搬迁群众有就业、能致富。

县上用活公益性岗位政策，严格聘任程序，
逐村成立劳务工作队，聘任就业信息员 82 人，通
过走访排查、村级研判的方式，排查“零就业”户，
已累计开发社会治安协管员、护林护路员、保洁
保绿员等公益性岗位 2548 个，确保“三无”劳动
力就地全部就业。

建基地 抓产业 设岗位

柞水稳步提高脱贫群众务工收入

3月3日，为切实抓好粮食生产，提高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水平，市农业农村局在洛南县召开全市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械发放暨技术
培训现场会。各县区农机中心、农技中心主要负责人，农机操作手，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市级专家指导组成员等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市农业农村局向各县区各发放了两台大豆玉米带状复合施肥播种机。农业专家就精量玉米施肥播种机、精量大豆播种机、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施肥播种机等9种农业机械的操作技能要点和实践规范作了培训。 （记者 杨 鑫 摄）

推广农业机械推广农业机械 提升种植水平提升种植水平

连日来，随着天气回暖，山阳县户家塬镇田间地
头一派繁忙景象，镇村干部群众在忙着流转土地或
发展高端茶叶。

“2021 年，在镇党委的号召下，我们发展了黄金
芽等高端茶叶 500 亩。春节过后，我们又动员群众
流转土地 200亩，均用于发展高端茶叶，计划将桃园
村建成户家塬镇高端茶叶种植示范点。”桃园村党支
部书记柳礼政说。

2021 年 6 月以来，户家塬镇新一届领导班子到
任后，借助户家塬镇入选农业农村部、财政部“陕西
省农业产业强镇创建”机遇，围绕“药果菌畜茶”五大
主导产业，积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全镇新谋
划高端茶叶建园项目，目前各村（社区）已完成高端
茶叶种植 3000亩。

明晰思路

户家塬镇位于金钱河畔，气候湿润，土地肥沃，
产业发展基础好，目前，畜牧养殖和食用菌、中药材、
林果种植产业已成规模。户家塬镇新一届领导班子
到任后，认真分析研判产业发展前景和机遇，多次召
开专题党委会议研究产业发展，明确了发展高端茶
叶兴产业的总体思路。

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带队
前往商南县富水镇、山阳县延坪镇等地考察，并多次
邀请安康茶叶种植专家到户家塬镇实地考察，开展
高端茶叶种植知识专题培训，因地制宜提出川道种
植黄金芽、高山种植龙井 43号、温控区种植红茶等 3
个方案。户家塬镇积极招商引进陕西秦岭清雅茶业
有限公司，采取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方式，在全镇
大规模发展高端茶叶产业。

支部引领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如何，事关一个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快慢。户
家塬镇 19 个村（社区）党支部在镇党委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后，立即组织召开支委
会、党员代表会、院落会等，大力宣传茶叶种植的政策和效益，取得了村民的理解和
支持。各党支部自发组织致富能手去临近县茶叶种植基地参观，激发群众参与种
植茶叶的积极性。

作为一个村（社区）的主要掌舵人，党支部书记在茶叶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领头
雁”作用。近期，户家塬镇已有 14个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带头流转土地，并深入土
地流转、茶苗栽植现场，积极督导村民抢抓机遇，大力发展茶叶产业。

党员参与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群众参与支持工作的积极性。在户家塬镇
防汛救灾、疫情防控等工作中，到处都有党员志愿者的身影。高端茶叶建园实施过
程中，面对一些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各村（社区）党员坚持走在前、做在前，采取

“入股、参股、亲自种”等形式，积极支持高端茶叶建园项目。截至目前，全镇已经有
14个村（社区）200多名党员参与茶叶种植，带头流转土地，发展高端产业。

“近期，我们将会加快高端茶叶建园力度，力争在全镇完成高端茶叶建园 5000
亩，规划建设清洁化茶叶加工厂 3000 平方米，通过 3 至 5 年的努力在全镇建成高
端茶园 1万亩，打造中国秦岭高端黄茶种植示范基地，带动各村（社区）实现集体经
济年增收 3万元以上，参与茶叶种植群众年增收 5000 元以上。”户家塬镇党委书记
段宏文充满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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