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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1岁的王彪，2011年毕业于吉林交通学院道

路桥梁工程专业，走出农村的他，在工作4年后，怀揣着

创业梦想，回到家乡从事山野菜种植、销售和品种研

发。2015年王彪获得第二届“创青春”创业创新大赛吉

林省第三名，2019年入选吉林市十大创业明星评选。

回乡创业之初，王彪和几个同村的伙伴商量了一

下，通过对山野菜市场行情的分析，2014年共同注册了

山灵山野菜专业合作社，同时成立欣源农业种植有限

公司，通过公司+合作社合作运营。

既然叫山野菜，就不是家里种的，没有人工种植的

经验，全靠一点点摸索。第一年种植刺嫩芽，没有苗木

他们采收野生的刺嫩芽种子和刺嫩芽根。结果是，直

接种植的刺嫩芽种子一颗苗也没有活，栽培的刺嫩芽

根段成活率40%，培育的刺嫩芽幼苗长势很好，通过连

续3年的实践，王彪和伙伴们掌握了刺嫩芽栽培的技术

和数据。2015年合作社共吸纳了39户种植户，遍布蛟

河各个乡镇，还林地共种植刺嫩芽20公顷。2016年合

作社与种植户签定刺嫩芽苗木出售保底价回收合同。

2016年合作社销售了刺嫩芽苗木70万颗，2016年冬合

作社的反季节刺嫩芽种植成功，利润可观，这证明刺嫩

芽的销售方式多样，春季滞销还可以冬季销售，农户们

的种植热情被点燃。2017年出售苗木170万颗，2018

年销售苗木260万颗。目前，合作社吸纳的种植户超过

1000户，种植面积超500公顷，遍布东三省、内蒙古、宁

夏、甘肃、新疆、四川和云南等地，每公顷地刺嫩芽效益

较大田作物收入提高2万元。2018年，王彪在蛟河市

举办的残疾人贫困户实用技术培训班上讲解了山野菜

的种植技术，120名残疾人贫困户对种植山野菜产生浓

厚兴趣。王彪对有意向种植的残疾人承诺，残疾人贫

困户购买刺嫩芽苗木一律成本价，全程技术指导，产品

全部回收。

蛟河市山野菜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却面临着当地

山野菜销售难，大城市却吃不到的窘境。为此，打造一

个优质的地区特色山野菜品牌成了王彪的愿望，2014

年合作社注册“南荒地”商标，2016年他将冬季生产的

3000斤反季刺嫩芽打包成精品山野菜礼盒，上市后销

售一空。2017年春合作社开始增加山野菜品种，同时

开始全国招收销售代理商，“南荒地”牌山野菜销售额

逐年提高，回头客也越来越多。2018年冬合作社已经

吸纳代理商500余人，仅元旦到新年的20余天销售山

野菜礼盒1.5万余箱，销售额达280万元，销售地区遍

布全国各地。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大山里的土特产品搭载

上网络的快车走向全国各地。2018年2月份合作社开

通今日头条账号，火山号、抖音号、快手号，线上粉丝累

积20多万人，通过今日头条扶贫达人活动、VLOG活动

进行三农内容创作，获得大量粉丝认可并关注。6月份

开通头条小店结合淘宝企业店铺共同销售山野菜产

品，并且带动本地特产的宣传和销售。计划2020年投

入资金扶持本地网红经济，打造网红村，培训和操作未

来5G时代的短视频创业模式，通过微商模式和短视频

推广形成庞大的销售网络，让山野菜产业插上新媒体

的翅膀。

今年11月，王彪参加了省农业农村厅和省外办组

织的青年职业农民赴荷兰学习，通过学习他认识到，农

业生产要更标准化、集约化、产业化，“产学研”相结合

增加创新能力，提高农产品的品质：配方施肥，增加生

物环控减少农药用量；提高产量：合理密植，优化品种，

增加丰产周期；降低成本：增加机械化、电子化、工人系

统化管理；节能减排：不浪费资源，增加循环利用，农业

废弃物处理符合相关标准。让山野菜生产也走上现代

化之路。

山野菜成就创业梦
——记蛟河市新农街山灵山野菜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王彪

本报记者 张力军

李春福是辉南县辉发城镇人，屯里人都叫他小福子。小福子在19岁那

年到县城自己宰杀生猪，卖起了猪肉，直到2018年，小福子有了一个新想

法，决定回家乡辉发城镇创业，投资220万元养猪。

这是因为近两年，最让小福子“堵心”的就是很多顾客都认为在当地买

不到口感好、肉质优的精品猪肉。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人们追求生活质

量，要吃出健康、吃出美味。小福子暗暗发誓：一定要养出好品质的生态猪，

让大伙儿找回过去“杀年猪”那股肉香的味道。

小福子干啥都“要个样儿”，他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回乡一定要科学化、规

模化、规范化养猪，在家乡的青山绿水间养殖出生态猪、精品猪。小福子回乡

多处选址，最后选择了一处山野间的养猪场，并对原有场舍进行了升级改造。

小福子注重科学养猪，他养的猪不喂饲料、不喂添加剂、不喂瘦肉精、不

喂激素，用70%的玉米、15%的稻糠、15%炒熟的黄豆精心调配生猪喂养配

方。小福子说：“生黄豆直接喂养生猪，黄豆含油量较高、油脂量大，生猪的

肠胃不能充分吸收，同时也会影响其他营养的充分利用，还会引起生猪的肠

道过敏、损伤，进而发生腹泻，所以要炒熟黄豆，让黄豆的营养物质充分在生

猪肠胃中得到吸收，提高生猪肉质。”小福子养的猪存栏期很长，要喂养12

个月才能出栏。小福子建了1300平方米的运动场地，建成30厘米高70米

长4.5米宽的洗澡池，洗澡池上面搭建了遮阳网，买来足球、旧轮胎放进运

动场，让猪“运动并快乐着”。

通过一年的实验，小福子的“山野黄豆猪”上市了，因为猪肉肉质紧密、

口感好，大家争相购买。吃过“山野黄豆猪”的“回头客”，要求小福子把猪肉

进行真空包装，装进礼品盒，作为馈赠亲朋好友和美味佳品。目前，小福子

已自产自销了500头“山野黄豆猪”，“山野黄豆猪”肉已搭飞机、走快递远销

到了海南、北京、沈阳等地。

小福子用炒熟黄豆养猪、用诚信致富，最终赢得了大伙儿的认可，实现

了自己回乡养“生态猪、精品猪”的创业梦想。

小福子和他的“山野黄豆猪”
本报通讯员 李莉 王兰

24小时全程服务“三农”

本报讯（熊丽娜）近年来，国网松原市城郊供电公司吕清森共产党员服

务队非常重视农村供电服务工作，心系“三农”，千方百计为农村经济发展提

供电力保障。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各种用电设备急剧增加，电力供应开始出现紧张。针

对严峻的电力供应形势，为确保农业生产用电，这个公司组织吕清森共产党员服

务队，在田间地头宣传安全用电的同时，帮助农民及时检修电力设施和排灌设

备，保证秋收、大棚等用电。与此同时，向用户下发了报修服务电话，服务队确保

24小时待命服务，能够做到“电话有人接，事故有人管”。对送变配电设备进行特

巡、消除隐患。调度人员利用现代化手段，密切监视电网运行状态，如果负荷紧

张，及时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大面积停电，为服务“三农”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着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本报讯（崔亚楠）为切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今年以来，农发行临江

市支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示范引领作用，加大支持小微企业力度，建立健

全支持小微企业的政策体系。他们围绕服务粮食安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等重点领域，着力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助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

生态抚松，藏于长白腹地，立于松江源头。域内

109条河流，一路向前，恣意奔腾。

2017年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以来，白山市抚松

县全面建立县、乡、村三级河长制工作体系，严格落

实各级河长责任，深入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

制定河道保洁考核办法，加强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全县河流、河道、河岸生态环境焕然一新。

如今抚松，河畅水清，拾来即景，“生态抚松、美

丽抚松”的美好愿景正逐步成为现实。

健全体制

严格落实河长责任

仙人桥镇黄家崴子村，一个远近闻名的“明星

村”，村支书两年前有了一个新身份——头道松花江

村级河长。这段河道全长10多公里，他基本上每天

都要出去巡河一次。

过去，这里电捕鱼现象很严重，很多人以此为业，对

河流生态环境的破坏很大。自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抚

松县全面建立了县、乡、村三级河长制工作体系，不折不

扣执行河长巡查制度。河长巡查发现问题后现场研究、

限期解决，电捕鱼等违法现象如今已很少出现。

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抚松县按照分河、分级、分

段、分左右岸的原则，对全县109条主要河流全部落实

了具体责任人，共设立河长316人，其中总河长2人、副

总河长2人、县级河长12人、乡镇级河长104人、村级

河长196人，实现了县、乡、村三级河长全覆盖。

与此同时，抚松县通过不断健全工作推进机制，

严格落实各级河长责任，确保河长制工作扎实有序推

进。抚松县先后下发了《抚松县河长制县级会议制度》

等8项河长制配套制度，以及《抚松县河长制责任追究

暂行办法》等文件，对各级河长和各相关部门的工作职

责和主要任务进行了再细化、再明确。与此同时，抚松

县专门建立了联席会议、信息通报、问题督办三大机

制，协调解决河湖保护管理重点难点问题，各乡镇也根

据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了河长制工作实施方案。

以前村干部制止电捕鱼时，经常有人不听，现在

有了河长制，发现违法行为可以直接联系公安机关。

河长制给了基层河长制止违法行为的底气，打通了维

护河湖健康的“末梢神经”，真正实现了“早发现、早处

理、早解决”，构建起了保护水生态环境的坚实屏障。

剑指沉疴

打赢“清四乱”硬仗

曾经的抚松县头道松花江南甸子河段，报废汽

车、砂石料、线杆等杂物堆砌满地，在严重侵占河道

的同时，也加剧了周边水生态环境的恶化，堆积的河

湖垃圾让人不敢靠近。而如今，这里地面平整，水清

如镜，倒映着岸边色彩斑驳的树林，好似一幅醉人的

北国秋景风光画。

南甸子河段的“改头换面”，离不开抚松县河湖

“清四乱”专项行动的开展。抚松“四乱”问题历史成

因复杂、社会矛盾尖锐，清理工作难度较大。2018

年7月31日，抚松县出台了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

方案，制定了路线图、时间表，通过宣传发动、调查摸

底、集中整治、成果巩固等四个阶段，整体推进“清四

乱”专项行动。

今年初，抚松县召开了专项治理专题会议，成立

了由县水利局等12个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工作组，

与各乡镇人民政府密切配合，出动了挖掘机、推土机、

吊车等机械设备，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乱占、乱采、乱

堆、乱建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截至目前，

抚松县已完成“清四乱”任务总量的97%，通过对河流

河岸积存的各类垃圾、废弃物、堆积物进行“拉网式”

排查整治，全面消除了各类垃圾对河流的水质污染，

河道内及周边环境明显改善，基本实现了河岸无垃

圾、河流无漂浮物、河底无沉淤的“三无”目标。

创新举措

河道保洁实现常态化

“河道中有废弃的渔船、沙船、网箱等障碍物，每

发现1处扣1分；河流有漂浮物，河道沟渠内有农药

瓶、包装袋、白色污染、畜禽粪便、破衣棉被等杂物，

每发现1处扣1分……”翻看《抚松县河道保洁考核

办法》，薄薄的小册子里对保洁员的各项工作进行了

详实的规定，并制定了细致的考核办法。

治水非一日之功，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才能确保

河畅水清。抚松县结合实际，逐条河流认真测算，制

定了《抚松县河道保洁考核办法》，通过建立常态管

理机制，河道保洁实现了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

2019年，全县确定河道保洁经费231万元并纳入

财政预算，设置保洁人员426人，实行“村镇协同治

理、企业化保洁经营”的城乡环卫一体化运营管理机

制，建立保洁员与巡河员二位一体的河道保洁队伍，

每条河流都落实了固定的保洁员负责日常保洁。各

乡镇成立了考核组，严格按照考核办法对河流的保洁

情况实行周考，县河长办再对各乡镇的情况进行月考

核、季度汇总，考核结果与保洁经费挂钩。其中，考核

得分连续两个月低于60分的，扣发当月河道保洁费

的40%；年内累计3次考核得分低于60分的，扣发全

镇一个月的河道保洁费，并进行全县通报。

综合整治

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2017年，很多年不见的中华秋沙鸭开始在抚松

县出现。中华秋沙鸭，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属

世界濒危物种，全球仅存1000余只。这正是近年来

抚松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带来的变化。

在推进河长制工作的过程中，抚松县全面加强

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通过污水管网分流、城区水生

态治理及修复工程、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等一系列“组

合拳”，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治理过程中，抚松

县秉持生态环保理念，持续加强护岸工程建设和江河

堤岸绿化美化，并在重要支流和贯穿城镇区域主河道

规划建设生态廊道，不断提升水生态和水景观效果。

抚松是中国人参之乡，2017年抚松县在规划建

设生态廊道时打造了西江公园的人参文化走廊。防

浪墙上一幅幅人参造型的卡通形象憨态可掬、惹人注

目，再往前走，护栏上的内容变成了文人雅士创作的

关于人参的诗歌，游客可以一边欣赏松花江美景，一

边领略抚松地域文化特色。接下来，抚松县将编制水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规划，计划通过栽植水生植物、

增殖放流等措施，进一步保护和修复水生态功能。

优质的水生态环境也为当地矿泉水产业的做大

做强提供了强力支撑。在露水河镇农夫山泉抚松工

厂，沿着指示牌走入水源地，仿佛走进了童话故事里

的秘境，四周被原始森林所环绕，参观步道下潺潺流

水清澈见底，可以直接饮用。莫涯泉水源地距离长

白山天池主峰只有60公里，是极为罕见的地下自涌

泉。水源补给来自长白山脉的冰川融水，这里的水

经过地下矿层的过滤与净化渗涌而出，是以偏硅酸

为特征指标的低钠淡矿泉水，主要用于生产母婴水

等中高端产品。未来，抚

松将坚持开发与保护并

重，推进以农夫山泉、泉阳

泉等矿泉水企业为主的

“全产业链”水产业，全面

提高矿泉水产业的硬实

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守一方绿水 护江河长清
——抚松县全面推行河长制纪实

本报通讯员 边境 本报记者 任胜章

本报讯（伊少军）年初以来，公主岭市全面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外包服务

招标，建立“市统筹、乡管理、局协调、村收集、公司转运”的垃圾处理模式，在

全省率先实现了城乡生活垃圾治理一体化，促进了美丽乡村建设。

公主岭市于今年4月中旬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每年投入5400万

元，委托盘锦京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生活垃圾及时清理、定时收集清运、

专人负责保洁，城乡所有生活垃圾全部实现资源化利用。服务范围覆盖全

市20个乡镇和4个涉农街道，共计404个行政村。

公主岭市农业农村局制定了“农村人居环境考核细则”，形成周上报、月

统计、季考核的管理机制。根据全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量化工作指标，

进一步指导各乡镇、村屯完善人居环境整治建档立卡工作，细化人居环境整

治标准。成立督察组，对全市各乡镇的人居环境情况开展全方位排查，并将

排查结果及时向各乡镇反馈，对整治不到位的拍照建档，进一步督导整改。

同时，把行政管理、生活垃圾投放管理、人畜粪便管理、经营性农业垃圾管理

等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建立了长效运维管理机制。

通过组织镇村干部入户讲解、印发资料、悬挂标语等有效形式，他们大

力宣传村规民约、城乡环卫一体化的重要意义和相关政策法规，同时，在村

部公示栏定期曝光乱倒垃圾、乱堆乱建等各类不文明行为，引导村民转变传

统观念，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通过创新垃圾处理模式，收到良好效果。截至目前，全市各乡镇动用各

种车辆、机械2847台次，发动农民群众投工投劳22.7万人次，清理农村垃圾

7.87万吨，清理畜禽粪污90.06万吨，清理村内沟渠5440.7公里，清理农村

道路3492公里，清理农户庭院2.5万户。

公主岭：生活垃圾治理实现城乡一体化

俯瞰松江河

长白山脚下的水源地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大到暴雪，兄弟们加把劲儿，务必在上午之前保质

保量地焊完这个棚子！”11月17日早晨，51岁的柳占春简单吃了个早餐便带

着10个工友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穿戴好防护面具，手拿焊枪，老柳没有丝毫迟疑，一丝不苟地将两根钢

筋完美对接，转眼间地上的钢筋便有了“生命”，像这样的动作他已经重复

20年了。“可别小看焊大棚，从设计样子、算料、焊接再到立架子都是良心

活，哪个环节稍微有瑕疵，就会给客户带来损失。”说话这会儿工夫，老柳的

电话铃声响起，原来是松原的客户和他预约时间。老柳是个实在人，总是事

事为客户着想，对待工作精益求精，身为队长的他对工友要求严格，不容许

有半点马虎，所以老柳在当地小有名气，总是那么受欢迎，即使他把20多人

的团队分成两组，依然“生意”火爆。可电焊工仅仅是老柳的副业，他的真实

身份竟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老柳的家坐落在远近闻名的绿色蔬菜专业村——梨树县梨树镇高家

村。一栋棚膜十亩田，春夏秋冬都赚钱，老柳是个种菜的“老把式”，拥有5

栋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种植香瓜、葡萄和时令鲜蔬。“我种菜从来没赔过！”

他骄傲地对记者说道，他的一句话吸引了记者，原来老柳致富的密码就在于

他对菜的品质追求。夫妻二人每天4点起床下地干活，中午简单吃个盒

饭。老柳爱琢磨，几乎天天泡在棚子里，渐渐地他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经验，

由于好的品质他的茉莉香葡萄十分抢手，常常被批发商预订，销往全国各

地，5个大棚每年纯利润在十几万左右。

老柳还是个闲不住的人，农闲季节带着村里的老少爷们儿组建焊大棚团

队，给周围县市的农民焊大棚。“我跟着柳队四五年了，这趟出来半个月，焊一

天260块钱，我们现在也快成为一个‘集团’了。”农民李海丰打趣道。

闲 不 住 的 老 柳
本报记者 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