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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晓翠 记者陈沫）近年来，敦化市雁鸣湖镇把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作为重点性、长期性工作来抓，新农村建设已收到显著成效，并

先后获得全国森林文化小镇、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全国宜居乡村、全国

文明村、全国生态文化村等荣誉称号。

通过开展“好人评比”“道德模范”，好媳妇、好公婆、最美庭院、干净

人家、文明户等评选活动，做好事、树标杆，让全镇广大群众养成良好个

人卫生习惯，搞好家庭及周围环境卫生。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全镇完成围墙、围栏改造以及水泥路、沥青路、

边沟、路灯的修建；启动建设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对全镇区域内主要河

流进行镇村两级河长制管理，各村设河道保洁员2名；建设小山村、腰

甸村等12个行政村文化活动场所共20个。

对镇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规范化管理，同时对占道经营商铺、车辆

乱停放进行专项整治。开展村屯主要路段环境整治，各村以组为单位

配备保洁人员，定期组织党员、村民开展卫生整治行动；组织开展“增花

补绿增亮”行动，全镇12个行政村的绿化面积均达到80%以上。

敦化市雁鸣湖镇

全力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28岁的董连杰，是标准的90后。2011

年，他从沈阳药科大学毕业后，舍弃了国内

一些大公司提出的优厚待遇，走上了一条

他自己选择的道路——回乡创业。

创业，特别是投身农业，绝不是仅仅靠

吃苦耐劳就能成功的，更何况他所学专业

与农业有着巨大的差距。然而，困难吓不

住他，也难不住他。不服输、不畏难的他硬

是凭着一股子钻劲、韧劲，在很短的时间

里，不仅熟悉了水稻种植、稻米加工，以及

稻田蟹、稻田鸭、稻田鱼的饲养等一系列流

程，而且让自己经营范围越来越大，经营的

土地越来越多。2017年他创办了四平辽

河农垦管理区新吉良农民种植专业合作

社，随后又创办了吉林省新吉良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走上了规模发展之路。

创业的道路永远不会一帆风顺。合作

社成立之初，他也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

身边的乡亲们对合作社的形式不了解，更

别提加入合作社了，这让他很是头疼。摆

在大家面前，能够共同致富的路，为什么大

家不能参与进来呢？经过一番思考，他觉

得是乡亲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开。为此，他

坚持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挨家挨户讲解合作

社的详细操作办法，将加入合作社的好处

一一向乡亲们讲明。终于，在无数个日日

夜夜的奔波讲解中，让乡亲们的头脑中有

了合作社的概念，积极踊跃地报名加入到

合作社中来。

绿色稻田种植实验开始之前，他不停

地奔波于长春、四平等地，寻专家，觅良

法。为了让农户科学种植、养殖，他邀请到

省农科院的农业专家来到田间地头进行现

场指导，并与农科院达成战略合作，定期组

织农户集中培训，为绿色种植提供了科学

的保障。考察外省、市科学种植、养殖的典

型做法时，每到一处，他都立即通过网络将

外地考察的情况反馈回合作社，让农户更

加坚信蟹田稻种植、养殖的发展前景，同

时，更加详细掌握科学种植、养殖的方法。

经过一个周期的精心培育，合作社加工的

“老公林子”牌优质大米获得了国家无公害

食品的认证，“碧嘉源”牌绿色优质大米获

得了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认证。

有了农户的支持和信任，有了专家的

指导和帮助，还远远不够。为了打开市场，

提高知名度，进而提升农户收益，他积极联

络省、市和地方相关媒体，广泛宣传绿色种

植品牌。在稻田种植区树立广告宣传牌，

参加各类展出展示种植产品，邀请企事业

单位团体走进农村，走进稻田，感受乡村文

化，体验多彩农村……

短短两年的时间，合作社的绿色稻米

得到了市场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合作社整

体耕种面积也流转1200亩，托管1800亩。

参社农户也增加到200余户，人均每亩实

现增收1000余元。乡亲们都夸董连杰回

乡创业是真心为父老乡亲做好事、做实事。

创业小有成绩的董连杰当选为吉林省

青年联合会委员、四平市第七届青年联合

会常委委员，四平市优质农产品协会副会

长。2018年 5月被评为“四平市优秀青

年”。

年轻的心永不止步。2018年9月董连

杰赴法国开展农业交流学习。他告诉我

们，学到新的技术，注重绿色环保技术，注

重产品质量，注重标准；学到新的模式，凡

事有规划，有战略，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在农业上，无农不合，农场主和农场主

相互抱团取暖，协会、合作社各自发挥作

用，协同发展。

谈及企业的未来，他说一定要用新的

思想，新的模式，开展新的农业，带领乡亲

们迈上新的台阶。

投 身 于 绿 色 农 业 的 好 青 年
——记四平市新吉良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连杰

本报记者 张力军

图们市月晴镇安山村,因为小小的桃核，而

改变了“模样”。

11月2日天刚刚亮，睡意未尽的李臣翻身

起床，简单吃了个早餐，便拿着刻刀和放大镜坐

到案前。今天，他要完成雕刻——长鼓舞。

构思、雕刻、打磨……李臣猛然抬头，窗外

已经一片漆黑，他低头看了看表，12个小时已

经过去了。

李臣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桃核微雕传

承人，这个村子也正是因为他的核雕而有名。

李臣，从小喜欢画画，哥哥的作业本，姐姐

的小手绢，夏天的土地，冬天的玻璃都是他的画

布。李臣也常常跟着爷爷，学习雕刻。但这一

切，并不能养家糊口，还被父亲认为是“不务正

业”。

35年前，李臣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出门

打工，成了一名小瓦匠。雕刻，成了童年的记

忆。

30年前，李臣在路边捡到一个桃核，他削

削磨磨就成了一个“小兔子”。他越刻越着魔，

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给了桃核。

一次，他邮寄了自己雕刻的十八罗汉参加国家级大赛，没想到，获

得了国家级金奖。小桃核成了宝贝，评委会做了保险，把作品和奖状邮

寄回来。

从此，李臣再也不敢随意雕刻，他要求自己，每一个作品，都要比金

奖更好。

30年过去了，小瓦匠的眼睛，已经400度老花了，见风就会流眼

泪。但是，小瓦匠，不后悔。他找到了一生的追求。他也从小瓦匠变成

了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桃核微雕传承人。

随着图们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游人，来参观和购买微雕核桃。

在李臣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就地取材，用干花、树根装

饰家居。一些农民还做起了根雕和微雕生意。

安山村越来越“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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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产区建设（吉林）座谈会成功举办

本报讯（记者孙翠翠 实习生王伟）日前，由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

中国小产区认定委员会主办，中国小产区认定委员会吉林办事处、中国

小产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小产区建设（吉林）座谈会在长春

市五环国际酒店成功举办，标志着吉林特色优质农产品小产区建设和

产品认定工作启动。

据悉，小产区认定委员会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管的中国

质量万里行促进会组织建设的专业委员会。来自我省部分县市区农业

主管领导、特色农产品企业负责人、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等

共200人参加座谈会。

扶余：“三心”助推非公企业党建

本报讯（王宝权 记者曾庆伟）扶余市实施“三心”工程，着力促进非

公企业与党组织、员工与企业的“深度融合、合作共赢”，推动“党建强、

发展强”目标的实现。

所谓“三心”工程，即：“红心引领”，增强企业竞争力。通过组织开

展党员亮身份、亮岗位、亮承诺，比技术、比创新、比业绩“三亮三比”活

动，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引领的作用。“暖心排忧”，增强企业向心力。切

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努力创建和谐劳动关系。“聚心合力”，增强企业

感召力。开设党建宣传栏，提升企业内部凝聚力。

积极支持市场化粮食收购

本报讯（黎阳 记者冯超）2018-2019粮食收购年度到来之际，辽源

市农发行备好资金，积极帮助企业开展市场化收购，做到“钱等粮”。近

日，该行已经发放粮食调销贷款980万元，取得秋粮收购工作开门红。

投放资金近7亿元助力脱贫

本报讯（李胤延）近日，农发行汪清县支行积极落实政策性银行的

政策，发放信贷资金支持秋粮收购和汪清县的脱贫事业。截至目前，他

们已在县域内的棚户区改造、水利建设、贫困村提升工程等项目建设上

累计投放扶贫资金近7亿元，为助推汪清县整体脱贫发挥了积极作用。

帮扶助秋收 真情暖人心

本报讯（郭梦雪）最近，国网图们市供电公司组织帮扶责任人到榆

基村帮助缺乏劳动力的贫困户秋收。帮扶责任人一大早就来到了田

间，经过认真地分组分工后，纷纷撸起袖子投入到田间劳作中。大家掰

玉米、割秸秆、整理装袋，金黄色的玉米地里呈现出热闹的劳动景象。

仅仅一上午，3亩多地就收割完毕，打包装车运回。在忙碌的秋收地

头，前些天还愁眉紧锁的困难群众脸上终于绽开了笑容。

此次活动不仅解决了贫困户当前缺乏劳动力的实际困难，温暖了

困难群众的心，还进一步拉近了帮扶责任人与贫困户之间的关系，获得

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是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途

径。如今，随着消费者偏好越发个性化，休闲旅

游的市场消费需求呈现出多元、细分的特点，单

一的农家乐、采摘园、垂钓园等休闲农业业态已

经不足以覆盖如今的乡村旅游需求。如何面对

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这一问题，将之做特、做

优、做新，形成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我省未来休

闲农业转型中的一大重点。当前，我省各地休

闲农业正在悄然蜕变，勇攀市场潮头，迎接新阶

段的挑战，迈向产业升级之路。

聚合与多元 立足农业夯根基

牛皮色的纸袋包住了枝头果实，剥开纸袋，

原来是一颗黄澄澄的黄桃。这里不是果园，而

是大安市太安镇众城采摘园的日光大棚。

采摘园的主人徐彬，从事玉米、杂粮、绿色

蔬菜的种植已有20多年。5年前，为带动家乡

父老共同致富，他牵头成立了丰民合作社，请来

农业专家，进行科学种植技术的普及。渐渐地，

他看到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发展休闲农业，可以

大大提高棚膜生产的经济效益。

去年，在合作社基础上，众城采摘园成立

了，48栋日光大棚、17栋温室大棚拔地而起，草

莓、黄桃、黑霸李子、黄菇娘等产品吸引了各地

游客前来观光采摘。采摘园的规模“滚雪球”似

地壮大起来，更多的冷棚将被改造为温室大棚，

百香果、无花果、莲雾等南方水果在此落地生

根，250平方米的气调库正在建设，足以储存30

吨水果，进一步提高产品效益。

在休闲农业遍地开花的今天，如何深度挖

掘本地的农业资源，提高休闲农产品的供给能

力，将产品由单一转化为多元，夯实发展基础，

成为了市场对从业者最严峻的考验。

面对这样的考验，王月毫不畏惧。作为通

化市金江新月花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她对自

家的产品信心十足。“我们种的是高山玫瑰，比

较适合通化的气候和环境。”经过10年培育，从

6月到10月，都是玫瑰的花期，他们的玫瑰花海

和玫瑰园，每年接待游客达10万人次。

为应对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在玫瑰花观赏

基础上，新月花业发展了玫瑰深加工生产线，利

用自身资源，开发以玫瑰为原料的食品和化妆

品。经过多年研发，他们的化妆水、精油、玫瑰

香薰葡萄酒、玫瑰月饼等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

认可。继续提高加工能力，增加产品品种，成为

了王月未来坚定的方向。

内涵与科技 拓宽路径促升级

作为新兴产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一直

走在一二三产融合的发展道路上。乡村旅游，

不只是吃住在乡村，更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体验，

当地历史的传承、民俗的风貌，现代农业技术的

引进，又为这种体验增添了新的亮点。能够集

农业生产、农耕体验、休闲垂钓、产品加工销售

甚至历史文化风情于一体的休闲农业点，更能

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山好水美 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更上层楼
——我省休闲农业提档升级走笔

本报记者 刘佳宁

三农短波

大安市月亮镇先进村的温室大棚内，新引进的车厘子树生长在严格的

温控和光控下。进入盛果期后，这批果树的采摘项目将为村里带来可观的

经济效益。

大安市渔猎馆内收藏了大安境内的鱼类、鸟类标本，展示了大安历史悠

久的渔猎文化，让游客体验到本地的历史渊源和民俗风情。图为大安市渔

猎馆外观。

大安市太安镇众城采摘园的黄桃大棚内，黄桃正处于采摘期，吸引了游

客前来尝鲜。

占据未来产业升级的先机。

车子转过一道弯，平镜般的水面，掩映在岸

边垂柳间。

面积广阔、形似弯月的月亮湖，是大安市的

旅游景区。位于湖畔的月亮镇先进村，占据了

天然的环境优势，适于发展乡村休闲游。

基础设施、“农家乐”餐饮住宿、棚膜采摘、

庭院式采摘、体验式养殖……所有“乡村游”的

元素，先进村应有尽有。

如何打造自身独特的优势，留住游客的“乡

愁”，是先进村发展的关键。他们不满足于单纯

的基础乡村游项目，而是将周边的旅游资源整

合起来，提升旅游项目的文化内涵，形成多层次

的旅游体验。

专业导游来到先进村，为游客做向导；沙滩

浴场建成后，每天接待游客可达1000人次；98

户人家将被改造，成为东北民俗体验区，让游客

零距离感受东北生活；渔猎文化博物馆、春捺钵

文化主题公园、文化演艺广场等配套设施逐渐

落成，出土文物、历史画面、鱼类标本等，展示本

地悠久丰富的渔猎文化，让游客体味到历史的

厚重。

与此同时，先进村也十分重视基础乡村游

项目的技术升级。近年建成的高效农业园区，

冷棚种植黄菇娘，暖棚种植车厘子、珍珠柿子，

引进椰糠无土栽植技术，提高了农产品的口感，

所产无公害产品，已小有名气；他们的蛋鸭养殖

场，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养殖规模可达1

万只，让游客现场体验蛋鸭喂养、咸蛋腌制、成

品蛋包装的过程。

创品与带富 谋划布局向振兴

2017年，大安市被评为“吉林省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年接待游客10.5万人次，营业收入达1.36亿

元，并聘请专家制定规划，打造了一批精品景区

和景点，形成了4条精品旅游路线，涵盖了田园

综合体、民俗风情、科普教育等特色，其中9个

休闲农业示范点被纳入国家美丽乡村旅游扶贫

项目，实现了精准扶贫进而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的社会效益。

记者看到，在我省近年来的休闲农业发展

过程中，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路面平

整，村容洁净；农村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水

绿山青，美不胜收。随着产业布局规划的推进，

大量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向乡村投入，农业产业

链得到延长，农产品供应链得到优化，当地农民

得以就近打工，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目前，全省休闲农业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态

势，今年1月至9月，全省休闲农业接待游客2800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70亿元，同比增长18%。

在这样良好的形势之下，今年，吉林省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联盟成立，针对行业

的创新经验和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推动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标准化体系的建设。

近年来，全省各地的精品线路景点相继涌

现，吸引了八方来客。伴随着这样的景象，我省

星罗棋布的乡村旅游景点，正在形成经营主体

多元、业态模式多样的有机产业布局，携手迈向

未来，促成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提档升级。

前路，风光无限。

（本栏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刘佳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