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都县的鸡蛋产业已形成全产业链。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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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丈量乡村 ■深度服务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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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畅

5月13日，南川区大观镇金龙村雨后初
晴。在腾春蔬菜专业合作社，全国劳动模范、
第20届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合作社负责人姜
国强通过分布在基地的传感器和视频设备，在
数据中心查看基地的运营情况。

“目前基地内设有数据采集、数据设定
和预警、自动化生产作业、病虫害收集和图
像上传系统等智能系统，实时监测大棚里面
的温度、湿度等参数，实现远程智能控制水
肥一体化灌溉、诱导杀虫等操作。”姜国强
说，在发展智慧农业物联网建设项目之前，
他也走过不少“弯路”。

2010年，姜国强在金龙村成立腾春蔬菜
专业合作社，种植了萝卜、苦瓜、辣椒等蔬菜，
却因缺少技术支持和对蔬菜市场的分析，第一
年就亏损了10多万元。

直到2014年，合作社的发展才迎来转
机。通过科学调研后，姜国强发现，金龙村的
气候、土壤、海拔等环境因素适合种植西葫芦，
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种植西葫芦的第一年，
合作社就实现了盈利。

2015年，姜国强听说了一种名为“翡翠
丝瓜”的丝瓜品种，不但具有美观的卖相，同

时肉质爽滑细腻品质出众，深受许多餐饮酒
楼的青睐。但同行告诉姜国强，受限于天气
和土壤，在重庆地区无法种出“翡翠丝瓜”。

姜国强还是决定试一下，他从山东引进
“翡翠丝瓜”种子。通过不断改进种植技术和
方法，成功研究出“丝瓜落蔓密植栽培方法”，
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2017年，姜国强整合周边6家农业企业，
成立了南川区农业创业联盟，对“翡翠丝瓜”实
行统一标准、统一技术、统一品种、统一销售，
同时解决周边农户135人在家门口就业，人均
务工收入达到每年1.5-2.8万元。

去年10月，腾春蔬菜专业合作社启动水
果番茄智慧农业物联网建设项目，专注于水
果番茄和“翡翠丝瓜”种植。

目前该园区已种植40余亩水果番茄和
30余亩“翡翠丝瓜”，通过精细化、精准化、可
控化和数字化的运营管理模式，园区内水果
番茄亩产量达8000-1.5万斤，亩产值在4.5
万元以上；“翡翠丝瓜”亩产量达2.2万斤，亩
产值在4万元以上。

“在接下来的乡村振兴中，腾春蔬菜专业
合作社将进一步提升智慧农业园区的种植管
护技术，实现对水果番茄大小、产量、害虫防治
的预期化种植和管护，让水果番茄和‘翡翠丝
瓜’达到工业化产品标准，助力乡村振兴。”姜
国强说。

□本报记者 赵伟平

锄头、镰刀、背篓……这是农民必备的农
具，而开州区中和镇护国村的村民黄丽却不一
样，一部手机、一支三角架、一台电脑成了她的

“新农具”。
在她看来，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

是宝贝。她用镜头聚焦家乡的“美”，通过“三
农”短视频来“吆喝”家乡，记录乡愁。

黄丽今年36岁，以前曾在各地打工，偶然
从网上接触到的一段“三农”视频，让她找到了
创业的方向。

“拍摄三农，我们有优势。我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熟悉农村，农村的素材很容易获
取。”黄丽在今日头条注册了账号，取名“山
城女儿红”。2018年 5月，她拍摄的第一部

“三农”短视频问世。视频推出后并没有想
象中的那么受欢迎，既没有评论，也没有圈
住粉丝。这对于黄丽来说是当头一棒。

黄丽没有气馁，她决定从模仿做起，每天
观看几十个短视频，学习别人对镜头的运用，
对细节的把握，在哪个点该放入适当的背景音
乐等。她买来大堆专业书籍挑灯夜读，或是上
网查阅相关资料。

黄丽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拍摄手

法，也确定了独特的拍摄风格。作品开始有
了评论反馈，也迎来了粉丝的关注。唯美、自
然、亲切，这是网友们看了黄丽拍摄的“三农”
视频后的直观感受。黄丽接连创作了20多
部“三农”短视频。“虽然每一部短视频都耗费
20多天时间，但只有这样，才能出精品。”黄
丽说。在今日头条，腾讯视频、百度百家等平
台，她的视频实现全网播放量超过150万人
次，真正成了“网红”。

2019年10月，一家网站找到黄丽，评选
她为扶贫达人团成员，并给予她更多机会来展
示乡村生活，传递家乡之美，助力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

如今，黄丽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宣传家乡
的李子、翠冠梨、春橙、土柿子、红薯、土豆、面
条等，将这些特色农产品卖到了山外。

“虽然拍‘三农’短视频辛苦，但只要想到
家乡的好山好水、风土人情、老乡的土特产能
够原汁原味地得到很好的传播展示，就很有成
就感。”黄丽说，为更好地“吆喝”家乡，她愿意
成为那双记录美的“眼睛”。

南川区腾春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姜国强：

用智慧农业做大产业
开州区护国村“新农人”黄丽：

用短视频“吆喝”家乡

候 选 案 例 ⑨
□本报记者 赵伟平

5月8日，黔江区金溪镇“金溪被服”扶贫
车间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几十台缝纫
机开足马力，轰隆隆的机器转动声老远就能听
见。

“去年公司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今年要
力争达到3000万元。”扶贫车间负责人、重庆
卫之情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廷荣信心满满
地说。他的自信源于当地政府对“金溪被服”
品牌的支持。

金溪镇以山地、深丘居多，是典型的“九山
半水半分田”地区，因其地形呈“筲箕”形状，被
当地人戏称为“筲箕滩”。因为山地多，种地收
益微薄，村民纷纷外出打工，留下的多是老人、
妇女和小孩。

两年前，在市卫健委扶贫集团的牵线搭桥
下，山坳村退役军人刘廷荣带头创办被服厂，
带领大家一起增收。

为解决刘廷荣的后顾之忧，金溪镇党委、
政府以较低的租金为他申请到一间闲置用房，
打造“金溪被服”扶贫车间。同时，为着力打造

“金溪被服”特色品牌，该镇探索出“公司+扶贫
车间+贫困户”的模式，优先为贫困群众提供在
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同时对其提供免费培训。

“以前我不会什么手艺，只能在家里照顾
老人和孩子。在‘金溪被服’扶贫车间培训两
个月后，我学会了纺织技术，现在每个月能收
入3000多元。”桃坪村五组村民曾晓林说。

除了“金溪被服”品牌外，该镇还打造出
“金溪护工”“金溪农场”两块金字招牌。

“金溪护工”即依托山坳村村民田维仙有
护工经验又有创业经验的优势，创建劳务品
牌，通过田维仙建立的重庆健之情健康管理公
司，对村民进行统一培训，从而解决就业。

“金溪农场”是依靠黔江区咯咯叫农业公
司，打造电商平台，通过互联网向消费者全面
展示金溪农特产品，让村民的山货卖到城市
餐桌。

如今，在三块“金字招牌”的引领下，昔日
的“筲箕滩”正变成“金银滩”，贫困户变成了脱
贫户。村民的日子变美了，笑容也多了起来。

“下一步，金溪镇将擦亮这三块‘金字招
牌’，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让更多村民过上好日子。”金溪镇相
关负责人说。

候 选 人 物 ⑨

□本报记者 颜安

近日，在位于丰都县虎威镇的重庆德青
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枚枚新鲜
鸡蛋源源不断地从鸡舍传送到包装流水线。
经过初级分拣、分道装托、称重封箱、包装运
输等流程后，这些鸡蛋将第一时间销往西南
地区各省市。

在丰都，一枚小小的、并不起眼的鸡蛋，成
为了当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
业。来自该县相关部门的数据显示，三家蛋
鸡、肉鸡养殖龙头企业已为当地带来5亿元的
产值，带动当地群众持续增收。

江池镇大安村脱贫户杜小洪便受益于
此。5月10日一大早，杜小洪已经起床，舀
水、搅拌饲料、喂鸡，一气呵成。“过去也养鸡，
但是没有龙头企业带动，一来缺少技术保障，
二来缺少销售渠道，养出来了还要自己找销
路。现在我们只管养，其他都有企业负责。”他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杜小洪口中的企业，是北京德青源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2017年10月，公司在丰都建成占
地1080亩的蛋肉加工中心项目，打造“有机种
植—生态养殖—食品加工—有机肥生产”的循

环农业，构建了集玉米种植、饲料加工、蛋鸡养
殖、蛋品加工、包装制品、物流运输、有机肥加
工于一体的产业链。

2018年和2019年，丰都又分别与河北华
裕永城食品有限公司、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至此，一条从蛋种
鸡养殖、小鸡育雏、蛋肉鸡养殖到加工的全链
条全产业生态链基本成型。

龙头企业带动，养殖户和村民如何受益？
以德青源为例，该企业与丰都协作建立了

“扶贫资金变资产，资产租赁享收益”的资产收
益扶贫新路径。丰都县政府筹集资金3.5亿
元，专项用于产业扶贫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
德青源公司先期租用15年，每年按照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的10%向县政府支付租金，每年固定
安排1000万元用于为脱贫户形成持久利益联
结，包括农村公益性岗位、帮扶济困资金等。

温氏集团则与县政府、村集体合作，提供
鸡苗、饲料、技术指导，代养户则负责养殖。这
样的方式对群众而言几乎是零成本，而且有公
司做后盾，技术、销售等问题都迎刃而解。

目前，丰都的肉鸡和蛋鸡养殖规模上了
新台阶。数据显示，该县蛋鸡现存栏201万
羽，蛋鸡规模养殖场72家，存栏168万羽，规
模化率达83.58%。丰都已成为西南片区最
大的蛋鸡孵化基地，上万群众的持续增收有
了产业支持。

候 选 人 物 ⑧

候 选 案 例 ⑧

丰都蛋肉鸡养殖：

小鸡蛋成为大产业
黔江金溪镇：

金招牌造就“金银滩”

区县动态

直播带货

万盛
25元带走一斤枇杷

近日，万盛黑山镇南门村神猕果园的枇杷
成熟，一簇簇金灿灿的果子挂满枝头。

神猕果园栽种有枇杷、葡萄、猕猴桃、桃子、
桑葚等20余种时令水果，果园施用农家肥，不
打农药，所产果子品质优良、绿色健康。目前，
五星枇杷已成熟，个大皮薄，香甜多汁。游客只
需20元便可入园采摘尝鲜,如需带走，售价为
25元一斤。

联系人：王 老 师 ；电话：18512345698，
19802312414。

万盛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潼南
58元蓝莓吃到爽

五月初夏，酸酸甜甜的蓝莓登场了。潼南
红岩嘴老毕生态采摘园里的蓝莓已经成熟，广
大市民可以前往采摘。

老毕生态采摘园种植有50亩蓝莓，只需58
元/人就能进园吃到爽，还可以带一斤回家。采
摘期将持续到6月上旬。

采摘园负责人介绍，采摘蓝莓时要注意，紫
红色是还没熟透的，比较酸，紫黑色才是完全成
熟的果子。同时，还要挑选表皮上均匀带着一
层白色粉末状的果子。

联系人：老毕；电话:15213338288。
潼南融媒体中心 徐旭

巴南
15元就可入园采桃

近日，巴南区姜家镇蔡家寺村花果山挂满
又大又红的桃子，十分诱人。

经过10多年的精心开发，而今的花果山桃
树种植面积500亩，以五月红、玫瑰香桃为主，
从5月到9月陆续成熟，最佳采摘时间从5月中
旬开始。来到果园，入园采摘15元/人，采摘带
走15元/斤。

花果山上还种植了大量的花果苗木，是主
城近郊观光旅游的好去处。

联系人：李太琼；电话：13637847068。
巴南融媒体中心 张礴

在黄丽的镜头下，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是最美的风景。 （受访者供图）姜国强在基地查看蔬菜长势。 （受访者供图）

“金溪被服”扶贫车间。 （受访者供图）

15

1514

14

南川
村里有了公益足球场

近日，在南川区南城街道松林社区，市民程
睿和朋友在足球场上肆意挥洒汗水。这个五人
制公益性足球场刚投用不久，免费向市民开放，
是此次开放的10个公益性足球场之一。

南川区体育局负责人介绍，这10个公益性
足球场是充分利用废弃土地、闲置空地、村社边
角地等各种资源，以5人制足球场为主。在木
凉镇汉场坝村、南平镇兴湖村、兴隆镇金星社
区、大有镇石良村等地，这些足球场让附近群众
就近享受踢球的乐趣。

南川融媒体中心 盛余多

武隆
油菜有了好收成

近日，在武隆区庙垭乡和平村叶家湾农业
社的山坡与稻田里，到处都是收割油菜的繁忙
情景。

“今年气候适宜，油菜颗粒饱满，收成不
错。”叶家湾农业社的村民何怡新正与妻子一起
抖油菜籽。他家今年种植了3亩油菜，每亩产
量约170公斤，按目前市场价格每公斤6.4元计
算，每亩能收入1000多元。

庙垭乡是山地油菜种植大乡，今年油菜种
植面积超过8000亩，预计可产油菜籽逾136万
公斤。

每年春天，油菜花竞相开放，层层叠叠，非
常漂亮，引来无数游客。种植山地油菜，使当地
的乡村旅游与产业增收同步发展。

武隆融媒体中心 邓帮华

江津
赶场天也可以办事啦

“赶场天称盐打油，顺便就把低保、补助等
事情办了，撇脱得很，方便得很。”近日，江津朱
杨镇板桥社区的赶场天，到便民服务中心办事
的村民们进进出出，平均每个人的办理时间不
超过5分钟。

村民平时农忙，赶场天到社区办事是很多
人的习惯。板桥社区推行社区干部集中办公制
度，每逢当地农历三、六、十赶场天，10位社区
干部和12名居民小组长集中到岗，方便居民一
站式办事。此举坚持16年，办结大小事项1万
多件。

针对老年群体，社区配备不同度数的老花
镜，用遍布村组的高音喇叭发通知，并在非赶场
天入户送服务。对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村民，通过
覆盖全辖区党员和居民组负责人的QQ群、微信
群随时提供服务。据调查，社区群众对赶场天
集中办公的满意度达100%。

江津融媒体中心 曹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