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脱贫攻坚也走到了2020年10月17日——第七个国家扶贫
日。7年来，经过不懈努力，全省人民特别是贫困人口，实现了不同的“收获”：多年偏居落
后深山区的村民，或住在危房中的农户，因易地扶贫搬迁或危房改造，收获了“安居”；没有
固定收入，或岁数偏大的贫困户，因就业于村里的扶贫车间、微工厂，实现了稳定增收，收获

了“富裕”；疾病缠身的群众，因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长期护理险等多重保障，收
获了“健康”；基本生活、住房、医疗等有保障的百姓，因文化产业的带动，收获了精神上的

“幸福”……本报今日推出《在收获的田野上》专刊，选择了几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户，
实地看看脱贫攻坚带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沉甸甸的收获。

在 收 获 的 田 野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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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寇国莹

10 月 17 日上午，暖暖的阳光，为阜平县顾家台
村东的果园洒下一片金黄。只见高山苹果树如伞如
塔，一个个红灯笼似的苹果缀满枝头。

枝头摇动处，果园承包户冯海花正小心地将一个
个苹果摘下来，放到手中的提篮里。干活累了，咬一口
苹果，香汁四溢，“这样的日子比高山苹果还甜！”

“山还是那片山，但景致早就不一般了。谁能想
到这里还能种出‘金疙瘩’！”爽朗的笑声中，冯海花
的脸上绽开了“幸福花”。她说，过去村民的收入就是
在山上种点玉米、土豆，靠土里刨食，人均年收入不
足千元，“日子哪像现在这么美？！”

顾家台村海拔高，生态环境、土地和水资源条件
好，且山地昼夜温差大，具备发展高效林果产业的自
然条件。可是村民没技术、缺资金，更不懂市场，就是
种植果树也卖不上好价钱。

发展高效产业是扶贫脱贫的根本出路。从 2015
年开始，阜平县阜裕公司先后流转了村里的 407 亩
山坡地，发展高山苹果种植，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产
业覆盖全村150户，村民可享受土地流转金、打工薪
金、股金分红“三金”收益。

顾家台村党支部书记陈国说，产业发展起来，村
民就有了稳定的活儿。苹果从开花到摘果有 9 个多
月，管理难度高、劳动密度大，还有较强的技术性。这
就需要用大量的人工，也为全村人提供了就业的

机会。
“家门口就能挣钱，一天能挣 70 元！”冯海花是

第一批到果园务工的村民。可最初听到招工的消息
时，她先是高兴，后是犯怵：种植苹果没经验没技术，
人家要吗？

“没技术不要紧，专家教授手把手教。”陈国一席
话，解开了冯海花的心头锁。

果树进入盛果期，冯海花的种植技术也成熟了，
胆气足了起来。“咱也要当新时代的农民，这日子才
有奔头！”今年4月，冯海花主动向公司请缨，承包了
村东的180亩苹果园，从打工者变成了果园管理者。

“4700棵果树，每棵树挣管理费13元，上交一级
果每斤还能挣 0.8元……”收工后，冯海花带着记者
来到她家整洁明亮的小院，掰着手指头一笔笔算今
年的收成，“刨去人工成本，一年下来怎么也能挣上
4万元！”

“产业越来越兴旺，村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美！”
陈国说，在包括林果业等多重产业覆盖下，顾家台村
村民收入节节攀升，2019 年底，人均收入就超过
16000元。

阜平县顾家台村果农冯海花——

日子比高山苹果还甜

□河北日报记者 徐 华

10 月 17 日，阜平县骆驼湾村，秋意正浓。在村
民唐宗秀老人家的小院里，黄色的雏菊、粉色的石
竹、紫色的三角梅等几十盆鲜花开得娇艳动人。

“我喜欢花，以前家里穷，有人笑话我‘都快吃不
上饭了还养花’。不怪别人说，7 年多前，俺家一年
的收入才八九百块钱，住的是非常破旧的石头房，冬
天取暖就靠一个火盆，养啥花都过不了冬。”作为骆
驼湾二号院的主人，唐宗秀正在给参加脱贫攻坚实
践课堂的队员们讲述她的脱贫经历。

“九山半水半分田”，唐宗秀祖祖辈辈靠山却
“吃”不上山。2012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冒严
寒踏着残雪来到骆驼湾。“那时，俺家胡同口的路坑
洼不平，雪后更是难走，俺挽着总书记的胳膊走进
家。他鼓励俺们‘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唐宗

秀动情地说。
那天晚上，唐宗秀躺在被窝里睡不着。在她看

来，住上新房就是“顶好”的日子。
青砖灰瓦黄泥墙，地暖双层玻璃窗……2016年

国庆节后，唐宗秀家作为骆驼湾村首批旧房改造提
升的住户住进了新房。“过去在石头墙外抹一层黄泥
那是因为穷，如今在青砖墙上涂涂料是时尚。新房冬
暖夏凉，种啥花都行。”提起新房子，唐宗秀笑得比院
里的花更好看。

“要想让乡亲们真正富起来，没有产业可不行。”
骆驼湾村党支部书记顾瑞利说，他们建起了食用菌
大棚，搞起了高山苹果种植，电商平台更是把大枣、
小米等山货卖到了大城市。

唐宗秀和老伴儿岁数大了，干不了重活，本以为
搭不上这趟致富车。没想到，去年5月，村里的民宿
旅游项目正式运营，她和老伴儿成为经营民宿旅游

项目的公司员工，专门负责打理花草，每人每月工资
2100元。

“这还不算，俺们老俩每人每月还有108元的养
老金，家里的 4亩地每年流转金 4000多元。”唐宗秀
的老伴陈德印说，不愁吃喝、手有闲钱，这曾是他想
到的最美的日子。

据该村民宿旅游项目负责人齐剑介绍，今年国
庆节期间骆驼湾接待游客 9 万多人次，营业额超过
50万元，曾经的穷山窝已变身旅游打卡地。

村里有产业，村民有事干，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纷
纷回来创业。去年 8 月，唐宗秀的三女儿陈三妮从
北京回村发展，还把在城里上学的孩子接到离骆驼
湾村不远的镇上读书。

黄土“生”金，山里娃再也不用为了挣口饭远走
他乡。说起三妮回来工作，唐宗秀满脸幸福：“现在
的日子那真是一个好，花样生活一天更比一天美”。

阜平县骆驼湾村唐宗秀——

花样生活一天比一天美

多种产业鼓起群众钱袋子
——张北县德胜村见闻

□河北日报记者 董 昌

行唐县城区以东不足 4 公里，有一栋红顶四层
小楼，这就是行唐县昊腾残疾人双创园。

10 月 17 日，记者来到双创园扶贫车间，只见十
几位残疾人及其家属组成的制衣团队正在各自岗位
上忙活。有人插空跟维修缝纫机的小伙子开玩笑：

“陈达，你可是人生赢家啊。在园区工作，不仅脱了
贫，还讨了媳妇、生了儿子！”

“你们说的没错，是双创园给咱点燃了生活的希
望。像我这右手残疾的人，还有个聋哑的老母亲要
照顾，之前压根儿就没敢想结婚生子的事！”陈达干

活儿不含糊，说起话来也
是有板有眼。

陈达的幸福，得
益于集就业、培训、创

业、康复、托养、励志、工疗、娱疗、农疗等多重功能于
一体的残疾人双创园。双创园通过承接手工艺制
作、缝纫加工等多种加工服务业务，并根据残疾人致
残原因和劳动能力强弱，因人定岗，带动了残疾贫困
群众增收脱贫。

“园区设置了工疗区（扶贫车间）、职业康复生活
区、就业培训区、脱贫项目对接处等 9 个
板块。其中，在职业康复生活区，建档立
卡贫困残疾人免费吃住，还提供职业康复

机会，每人每月可增收 600 余
元；在工疗区，可满足有就业意
愿和就业能力的各类残疾人及
符合条件的贫困群众就业及辅
助性就业需求……”行唐县昊腾

残疾人双创园园长贾茹向记者介绍。
温暖的阳光，洒满了这个特殊的“家”。短短两

年时间，这家残疾人双创园不仅让87名贫困残疾人
享受到了免费康复托养服务，还让 161 名贫困残疾
人和残疾人家属在园区实现了就业。同时建起的70
个扶贫助残“巧手坊”，辐射全县330个行政村，带动
4247名贫困残疾人和一般贫困户就业增收。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园区在定期组织就
业技能培训的同时，还专门建起了新媒体运营中心，
打造了12个标准化直播间，尝试开展以“励志”为主
题的网络直播和线上营销服务。

不止陈达，现在园区里的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
的人生价值，不但收获了自信，更收获了快乐、
幸福。①① ②②

阳光洒满特殊的“家”
——行唐县昊腾残疾人双创园见闻

□河北日报记者 王雪威

“老铁们，这是我们村‘溜达鸡’产的土鸡蛋，土
鸡都是自家养的，不喂饲料的，那肉好吃着呢……”
10月17日8时40分，尚义县三工地镇刘面焕村文化
活动室三农电商直播间，村农民直播团的三位主播
张旭、李秀梅、贾培兰，微笑面对手机，通过抖音短视
频平台向天南海北的网友推介村里的土特产。

张旭告诉记者，2014年，刘面焕村还是深度贫困
村，年人均收入只有 2700 元。在省公安厅驻村工作
队和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依托尚义县列入国家级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机遇，积极探索扶贫
产业发展新模式，从2019年初开始，全力打造“刘面
焕电商直播村”。

尚义县农业基础较好，但由于交通不便、开发
晚，农副产品只能低价出售，扶贫工作队就指导主
播们直播带货。“一开始我们以为是闹着玩，不可能

有人买。”主播贾培兰笑着说，直到 2019 年 7 月，主
播文素芳在网上卖出了 5 公斤莜面，成为全村直播
带货成功第一单，才让大家的想法和观念发生了
改变。

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刘面焕村依托蔬菜产业园
区和蔬菜恒温库，成立了尚义焕发种植专业合作社，
在村文化活动室设置农产品集中包装点，打造农产
品品牌。同时与邮政、京东等建立了长期稳定合作
关系，形成了集生产、储存、初加工、销售、物流产业
链全覆盖的农村电商模式。2019年，该村通过直播

网销农副产品7万多元。今年8月，村里把各种蔬菜
进行初加工，包装贴标，推出了刘面焕蔬菜礼品盒，
一个月就卖出了 540 箱，收入 2.7 万元，利润比线下
售卖翻了一番。

随着电商的发展，刘面焕村人均年收入由 2014
年的 2700元提高到 2019年的 6000多元。该村创建

“电商扶贫直播村”的做法，被国务院扶贫办评选为
“全国电商扶贫典型案例50佳”之一，被国家网信办
评为“2019网络扶贫典型案例”（河北省仅此一例）、

“今日头条扶贫经典案例”。

直播带货，贫困村大换“面”
——尚义县刘面焕村见闻

□河北日报记者 尉迟国利

“心脏阴影狭长，肺动脉段明显突起，其他未见异
常。”10月17日上午，74岁的徐俭在乡卫生院拿到了由
县医院专家出具的影像诊断报告。

“咱们检查及时，炎症也不严重。”医生王洪强仔
细看过诊断报告，给老人开了药。从检查到拿药，只
用了半个小时，徐俭自己花了不到20块钱。

徐俭是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哈里哈乡台子水
村村民。患肺心病多年，经常得复查，三天两头往医
院跑，是个“老病号”。

说起以前就医，老人用三个字来形容：“折腾人”。
台子水村位置偏僻，离县城近 40 公里。以往看

病都得坐上班车去县城医院，挂号、拍片、拿结果、拿
药，少说也得一天时间，有时为了等检查结果还得住
下。县城没亲戚，就得住旅馆，看一次病花费不少。

为在脱贫攻坚中啃下健康扶贫这块“硬骨头”，

2018年起，围场在全县搭建了“智慧分级诊疗+春雨
工程”平台。该平台通过为乡镇医疗机构配备心电、
影像设备、智能软硬件系统，实现了医学心电、影像
基层检查，数据远程传输到县医院，由县医院专家诊
断，疑难病例申请北京医疗专家会诊，彻底打通了乡
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连接县医院和北京医疗机构的
三级诊断“快捷通道”。

“在家门口就能让专家看病，真是省时、省力又省
钱。”徐俭觉得自己的病有希望了。

在乡卫生院的调理下，这两年徐俭的身体越发

硬朗。前几天，刚帮着家人收完9亩地的油菜籽，徐
俭感觉胸有点儿闷。“大夫嘱咐过，有病早治，别拖
着。”他便赶紧来到乡卫生院。

“快入冬了，得注意保暖预防感冒，要增加营养，
重体力活儿就不要干了……”王洪强知道老人的生
活习惯，着重叮嘱了老人几句。

骑上电动车，离开乡卫生院，徐俭感觉身上轻快
了不少，胸口也舒服了许多。田野里的庄稼已经成熟，
三三两两的村民正在忙着收割。徐俭觉得，这个秋天，
他不仅收获了900多公斤油菜籽，这身心也好畅快。

围场台子水村“老病号”徐俭——

家门口看病，身心好畅快

□河北日报记者 乔宾娟

10月17日天刚刚亮，魏县东代固镇房小庄村村
民房向魁就来到自家羊圈，看着百余只绵羊，脸上喜
气洋洋，“昨夜又生了两只小羊……”

“这两天一共生了7只小羊，两个月后就能出栏
了。”38岁的房向魁说，“今年已卖了 200只羊羔，收
入20多万元。”

从家里被评定为贫困户到脱贫，又到妻子患癌
症受益县里的防贫机制，再到靠政府扶持通过养羊
走上富裕路，房向魁感慨：“这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
节高！”

房向魁是家里长子，弟弟妹妹都定居在外地，父
母一直随他生活。2014年前后，因孩子小，父母身体
不好不能干重活，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
的肩上。

“特别不甘心。”虽然被评定为贫困户，但房向魁
暗下决心，现在还年轻，一定要努力让全家脱贫。随
后，他开始卖水果，很快就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哪知刚脱离贫困，2017年底，房向魁的妻子韩秀

梅患上了宫颈癌。他带着借来的 12 万元和家里的
所有积蓄，领着妻子到北京做了手术。

几个月后，妻子的身体一天天恢复，房向魁开始
盘算以后的生活：家人都需要照顾，不能再外出打工
了，老家林地多，不如就在家养羊吧。

妻子治病除了农合报销外，自己还掏了 5 万多
元。如果养羊，得买羊、搭羊舍，钱哪来？正当房向
魁一筹莫展时，当地保险公司打到其妻子银行卡上
的4万多元，让他一家人的心里暖洋洋。

魏县扶贫办主任陈瑞学介绍，房向魁妻子得到保
险赔付款，是县里精准防贫机制发挥了作用。2017
年，魏县财政出资设立精准防贫基金，为全县10%左
右农村人口参加防贫保险。期间参保人员如因病等

出现大额开支，存在返贫风险，保险机构经入户查勘
后认为符合救助条件的，就实施防贫救助，救助金额
最高达20万元。今年疫情期间，魏县又增加了290万
元的产业、就业防贫商业保险。截至目前，全县共发
放救助金1748万元，没有新增一户致贫返贫家庭。

2018年8月，房向魁家在得到4万余元保险赔付
款的同时，又获得一笔5万元的扶贫小额贷款。拿着
这些钱，房向魁买进70只羊，开始了家庭养羊。在当
地技术部门的指导下，勤奋好学的房向魁逐渐掌握
了养殖技术，一窝一窝的羊羔也让他走上了富裕路。

“有了党的好政策和政府扶持，养羊使生活越过
越好，这真是心里‘暖洋洋’，日子‘喜羊羊’啊！”房向
魁说。

魏县房小庄村羊倌房向魁——

心里“暖洋洋”，日子“喜羊羊”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

10月17日，60岁的武邑县清凉店镇王贤兰村
村民王爱华，穿着整整齐齐的衣服，骑上新买的电
动车，风光地奔向“京东跑步鸡乐园”。看着王爱华
一路风驰的背影，村民们常常笑着说，老王头越来
越春风得意，人都变年轻了。

在以前，王爱华想都不敢想，他的命运竟因一
只只活蹦乱跳的“跑步鸡”而改变。

几年前，因为爱人的一场重病，王爱华一家陷
入贫困。“咱就是农村普通家庭，靠着几亩地过日
子，虽然饿不着冻不着，可也经不起大风大浪。”王
爱华对记者说，2016年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时，他
整天垂头丧气的，干啥也提不起精神。

也正是这一年，武邑县与京东集团对接，打造
了武邑京东扶贫“跑步鸡”项目。而这个扶贫项目的

养殖基地建在了王贤兰村的邻村鲍贤兰村，基地门
口挂着“京东跑步鸡乐园”的牌子，离王爱华家只有
几百米，他也成了这个项目的第一批受益者。

“京东跑步鸡乐园”内，大片林地绿意盎然，林
下黑橙相间的小柴鸡个个精神抖擞，或闲庭信步，
或四处觅食……

“这些都是精选的柴鸡，脚上全都带着特制的
计步器，跑够至少100万步才能出栏。”负责日常运
营的何晓飞，指着养殖区内的“跑步鸡”向记者介
绍，“我们这个养殖园实际就是个托养所，受托于
周边的贫困户，小鸡苗出栏后，由京东平台统一销
售。”根据项目设计，贫困户可以零成本认领100只

“跑步鸡”散养，并以股金的形式参与到项目中，不
仅能得到 2000 元的股金分红，还可以到合作社
打工。

“俺从‘跑步鸡’中挣的钱可不止 2000 块。”起

初，王爱华加入这个项目，除了每年股金分红，还会
把种植的粮食和蔬菜卖给“京东跑步鸡乐园”作为
饲料，一年又能收入4000元左右。2017年7月，王爱
华到养殖基地上了班。“每天准备饲料，喂鸡、打扫
卫生，活儿不累，一天还能挣 70元工资，这好事打
着灯笼都难找！”王爱华高兴地给记者算着账。

“跑步鸡”出了一栏又一栏，王爱华一家的日
子也搭上了“幸福快车”，跑出了幸福“加速度”。

“这两年，家里的房子重新翻修了，还买了冰箱，装
上了冷暖空调。”王爱华掏出新买的智能手机冲着
记者炫耀，笑容布满了黑黝黝的脸庞，“现在日子
好了，咱也跟着赶赶时髦，一会加个微信常联系。”

何晓飞说，这几年，“京东跑步鸡乐园”规模不
断扩大，“跑步鸡”年出栏5万只，6个乡镇114个村
的 453户贫困户受益脱贫。对于未来，何晓飞已有
了打算，增加孵化育苗、产品深加工等环节，丰富

“跑步鸡”产品，通过延伸产业链，带动更多群众增
收致富。

听完何晓飞的想法，王爱华的干劲更足了，他
用力撒了一把饲料，一群健壮的小柴鸡振翅奔来。
小柴鸡吃得越欢，他就越高兴，还不停地念叨：“多
吃点，吃饱多跑几步。你们跑得越快，我们的幸福
日子就越甜。”

武邑县王贤兰村村民王爱华——

“跑步鸡”让日子越过越甜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10月17日，一辆有“长期护理险”标志的汽车，
驶入巨鹿县张王疃乡南花窝村。车上下来一名医生、
一名护士、两名护理员。秋日暖阳下，一位老人乐呵
呵地上前握手：“辛苦你们了，快到家喝口水吧！”

老人叫李中普，今年 68 岁。他的老伴儿任秀
格因患有脑出血后遗症，已卧床5年。这支护理小
组来自巨鹿县荣瑷医养中心，这一次是专程来给

任秀格老人护理身体的。
量血压、测血糖、检查胃管，翻身、

洁面、洗脚、剪指甲……看着
医护人员忙

前忙后的样子，李中普感叹：“一见他们，我的心里就
热乎乎的。”

5年前，任秀格突发脑出血，紧急送到医院后抢
回一条命，却昏迷至今。李中普说，若继续住院，醒
来的希望不大，花费还很大，医生建议回家照料。

老人有两儿一女，很孝顺。但他们都在外地
上班，也不能经常回来照顾。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老人遭受身心折磨，
家人也平添巨大压力。不久，任秀格被确定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吃上了低保金，另外还领着残疾人
生活补助费、护理费等补贴。

“吃喝拉撒还好说，但她插着胃管，一个来月
要换一次，这个活儿我干不了。”李中普无奈地对
记者说，每到换胃管时，他都得想法儿把老伴儿拉

到医院，“那时，日子就是靠‘熬’，熬
过一天是一天。”

2018 年 7 月，巨鹿县在启动长期护理险医疗
专护和机构护理两项服务基础上，又增设居家护
理服务。巨鹿县医保局局长王振博介绍，他们建
立了“全民缴费+财政补贴+医保统筹基金+福彩
公益金补助+社会捐助”的长期护理险筹资机制，
费用报销不设起付线，居家护理服务报销比例为
85%。同时，县里还实行“100+0+0”保障措施。即
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脱贫后仍享受政策的人员，
100%纳入长期护理保险保障范围，参保费用个人
零支付，报销后自付部分个人零负担，彻底解决贫
困失能人员的医护问题。

“我们刚接手照护任秀格老人时，她的血压很
不稳定，身上有压疮甚至溃烂。”巨鹿县荣瑷医养
中心医生李自彬说，护理小组每月来她家 4 至 8
次，定时给老人更换胃管，提供医疗服务。现在老
人的血压不高了，身子干净了，生命体征平稳。

“目前，长期护理险居家护理包括10项医疗护
理、8 项生活护理。”王振博介绍，他们开发了居家
护理管理系统和移动 APP 监控软件，通过远程视
频直播、图像打卡等方式，提高了服务水平。今年
5 月，还为享受居家护理服务的老人安装了“一键
呼叫”设备，解决了老年人突发状况呼叫不畅难
题。2016年试点长期护理险以来，全县有 38万名

群 众 参 保 ，已 有
3185 人受益，共
减 负 2568 万

元。

巨鹿县南花窝村失能老人任秀格——

长期护理险使家庭不“失衡”

□河北日报记者 陈宝云

在大山里生活了35年，但陈国荣“恨山”。搬出
大山一年多，对故土的牵挂越来越淡。10 月 17 日，
陈国荣在位于易地扶贫搬迁小区 5 楼的家里，感觉
到满屋都是阳光的温暖。

一年多前，陈国荣一家还生活在丰宁满族自治
县土城镇榆树沟村的大山里。“我没啥文化，但大山
比我还贫瘠。”8 亩山坡地，好年景能收 2000 多公斤
玉米，是一家人仅有的希望。父母常年患病，有钱买
点药片，没钱咬牙忍着。贫困让人消沉，其丈夫整日
酗酒，两口子终于还是离了婚。

为了照顾家，搬砖推灰，垒墙建房，陈国荣成了

村里有名的“女强人”。
丰宁作为我省10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像榆树沟

村这样自然资源匮乏、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滞
后，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山村还有许多。

2015年，丰宁全面启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共涉
及24个乡镇、153个自然村，搬迁人口10882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6680人。

2019年春天，陈国荣一家搬到了60公里外的安
置小区。按照易地扶贫搬迁政策，100平方米装修好
的新房，陈国荣只掏了 1.2万元。可住楼房其他花费
更多，地都没了收入从哪来？盼着离开，但离别时，陈
国荣的心还是悬着。

陈国荣很快就没了后顾之忧，小区周边新建

的怀丰产业园工厂林立，小区内医务室、超市、休
闲广场、文化活动等设施一应俱全。在社区帮助
下，她和父亲很快就实现了就业，父亲做保洁工
作，每月 2600 元，她自己在一家工厂打工每月能挣
3000 元。

让她最高兴的是，孩子的新学校又大又漂亮，每
天校车直达小区。几个月前，由于腰腿疼痛，陈国荣
不得不辞去工厂的工作。“没几天，社区根据岗位数
据库，就为我找到了新工作。”陈国荣说。

新岗位就在小区内的扶贫车间，从事服装加工，
多劳多得。“从培训到上岗，不到5个月，上个月挣了
2000多块。等技术熟练了，一个月就能挣4000多块
钱。”陈国荣笑着说，搬出了大山，搬来了好日子。

丰宁榆树沟村村民陈国荣——

搬出大山，搬来了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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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阜平县顾家台村村民冯海花在果园采摘苹果。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①10月17日刘面焕村3名农民主播在直播间直播带货。
河北日报记者 李佳泽摄

②魏县房小庄村村民房向魁在家中喂羊。 河北日报记者 乔宾娟摄
③10月17日，工作人员在查看水培蔬菜的长势。德胜村与北京纯源

青华科技公司合作，建成7个日光温室大棚种植水培蔬菜。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④在武邑县“京东跑步鸡乐园”养殖区，
脱贫户王爱华在给柴鸡喂饲料。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③③ ④④

□河北日报记者 李艳红 通讯员 王英军

10月中旬的张北县，已是寒意阵阵，有了初冬的
感觉。

10 月 17 日 9 时许，德胜村的室外温度仅为 4 摄
氏度，而村里建起的日光温室大棚里，却暖意融融，
温度达到了27摄氏度。

“整体看还不错，就是前几天的一批蔬菜品质稍
稍有点儿问题，有一点黄叶。”北京纯源青华科技

公司总经理谢春新，在大棚里查看新栽种
的水培蔬菜长势。

今年，德胜村利用
项 目 资 金 投 资

500 多万元，建起了 7 个大型日光温室大棚，并与北
京纯源青华科技公司合作，准备大规模发展水培蔬
菜种植。

德胜村党支部书记叶润兵介绍，北京纯源青华
公司有成熟的水培蔬菜种植技术和市场销售渠道，
将全权负责运营、管理和包销。

“水培蔬菜的核心技术就是营养液，包括我们配
置营养液需要的水，都是经过专门的净化装置过滤
后的。”谢春新介绍，水培蔬菜的品质好，营养价值
高，市场上论棵卖，产品附加值非常高。其生长周期
短，基本上一个多月就可以出一茬，一个大棚一年至
少可以出9茬，产量高，效益好。

叶润兵告诉笔者，首茬试种成功后，将很快在7

个大棚大面积种植。春节前，德胜村的水培蔬菜将
会大批量上市。

新产业将带来大收益，老产业马铃薯种薯种植
发展照样可圈可点。

在德胜村马铃薯储藏窖，笔者看到，十几个储藏
窖储满了各个品种的马铃薯种薯，有原原种、微型薯
等。在尽头的一个储藏窖，四五名工人正忙着筛选
一批待售的种薯。

“今年全村种了200多个大棚的微型薯，预计有
15万粒的产量。”叶润兵说，今年的行情不错，现在已
有不少外地客商前来预定种子，有的品种种薯单粒
的价格卖到了0.4元左右。

不仅如此，笔者得知，今年，德胜村利用光伏电
站内的闲置土地试植了20多亩艾草，长势不错。村
里计划明年流转 2000 亩旱地，全面推广种植艾草，
还将建设一座艾草深加工车间。

“以往德胜村只有马铃薯产业，‘单打一’，现在
打出了‘组合拳’，多个产业齐头并进。”叶润兵很自
信地说，乘着脱贫攻坚政策的东风，德胜村多点开花
的扶贫产业发展势头正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