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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合肥电
（记者水金辰）皖北
平原，庄稼地里一
片绿意。安徽省亳
州市涡阳县宋来宝
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里，两个月前
播种的玉米已经灌
浆、大豆正在鼓粒。
傍晚时分，合作社
理事长宋来宝与其
他三名农机手正操
纵着农用无人机给
作物喷施叶面肥。
　 　 这 个 仅 有 7
人的合作社，管理
着 3000 亩耕地，
去年纯收入达到了
180 万元。这样的
产出效益在涡阳县
6700 余家农民合
作 社 中 算 是 佼
佼者。
　　作为规模经营
主体新力量，宋来
宝农作物种植专业
合作社自 2014 年
成立以来，坚持市
场化导向，钻研节
本增效提高粮食产
出的办法，小麦产
量一年比一年高，
效益也是一年比一
年好。
　 　 田 头 耕 耘 出

“甜头”，他们有何
招数？记者走进这
家农民合作社一探
究竟。

现代化农机显身手

　　推开合作社的农机库房，记者发现无人机
不过是道“开胃菜”。大马力的拖拉机、收割机、
小型的单行播种机……形态各异、品类齐全。宋
来宝说，粗略算下来，这些年在购置机械上花了
500 多万元。
　　现代化农机新装备，正在加速提升农业劳
动生产率和农业亩均产出率，是提高粮食产量
的关键。
　　“这个拖拉机有 200 马力，能带动像深翻
犁这样大一些的农机具”“这个一体化驱动条播
机能够实现深埋、覆土、施肥、播种等环节一次
性完成”……宋来宝向记者介绍这些“宝贝”给
合作社带来的便利。
　　“区别于一家一户种地，全程机械化能让规
模经营优势得以发挥。”宋来宝的哥哥宋明也是
社员之一，兄弟俩觉得合作社拥有自己的农机
具，在应对特定农田环境时，更能游刃有余。
　　宋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无人机飞防、精量
播种机等机械应用于粮食生产全流程，与普通
农户相比，合作社每亩能节约成本约 200 元。

科学种植成增产秘诀

　　在宋明和宋来宝看来，合作社搞规模经营，
更需要科学做好种植规划。有时为了研究增产
办法，合作社时不时搞一些种植试验。
　　在宋来宝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记者注
意到，有一亩带状复合种植的大豆玉米已初显
丰收。这是合作社先行种下用于试验的地块。原
来，今年合作社首次尝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作为理事长的宋来宝在种植前心里也没底。
　　在一张宋来宝用铅笔绘制的栽培图上，详
细写着株距、施肥浇水的位置以及成本控制等
信息。“麦收以前，我们兄弟俩几个晚上没睡好
觉，还琢磨着怎么打药施肥更便捷、更省钱。”宋
来宝说。
　　科学种植是宋来宝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探寻的增产秘诀。近年来，合作社一年比一年丰
收，今年小麦平均亩产达 1500 斤，较去年每亩
增加 200 余斤。
　　宋来宝说，近两年周边小农户亲眼见证了
合作社科技增产的实效，也会与合作社施肥打
药的时间保持同步。田管时节，总有人请教“增
产经”。

既看土地又看市场

　　“搞粮食生产，不能只看地，还要看市场。”
宋明说，他和弟弟农闲时节会外出逛农机会展。

“会展上能看到最先进的装备，很开阔眼界。”宋
明说，只要能带来效益，他们时常现场下单。
　　市场化思维日益深入到合作社日常经营的
各个环节。今年宋来宝合作社的小麦每斤卖到
1.65 元，较同期市场价每斤高出 0.1 元。据介
绍，去年秋种前，合作社与供种厂家、面粉加工
企业签订了 2000 亩优质小麦生产订单。
　　宋来宝说，以前小麦种植品种多、卖不上
价，2017 年合作社开始按订单生产，通过单一
品种种植、单独收获和定向销售，增强了小麦市
场竞争力。
　　订单麦售完，剩余的新麦堆放在仓库择机
销售。上社交媒体，了解收购信息；与本地粮食
经纪人联系，掌握当地粮食加工企业的每日报
价……这是宋来宝常做的事儿。
　　“粮价在不断变化，市场在不断变化。我必
须随时关注行情，分阶段出粮，确保合作社能在
销售环节卖出好价钱。”宋来宝说，对于种粮大
户和专业合作社来说，市场行情判断是经营现
代农业的一门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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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的“巴县老院子”活变旅游“金牌子”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王金涛、周思宇、吴燕
霞）近年来，如何稳住旅游业并实现旅游收入增
长？重庆市巴南区的主要做法是：深挖本地游市
场，丰富旅游民宿供给，让隐匿在乡村的“巴县
老院子”焕发活力。
　　据巴南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统计，
2022 年 1 至 6 月，巴南共接待游客 2000 万人
次左右，旅游综合收入达 80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5.35% 和 7.94%。
　　巴南位于重庆中心城区南部，面积达 1825
平方公里，有 198 个行政村，分布着多个富有
巴渝传统民居特色的“巴县老院子”，但它们大
多破败不堪，有的因年久失修成为危房，有的因
村民外出打工而闲置已久。
　　对此，巴南紧盯市场需求，以市场化运营为
手段，将 20 处“巴县老院子”打造成了各具特
色的民宿，日接待游客能力达 4000 人次。据统
计，2021 年，巴南旅游民宿共接待游客约
22.89 万人次，带动 2000 余人就业。
　　位于巴南区天星寺镇花房村的“花房筑·明
院”，原是村民赵玲家闲置了十几年的农房，长期
无人居住、杂草丛生。2019 年，她将老房子折算
入股，交由合作的设计策划公司经营。
　　公司总经理刘晓波带领团队改造这处老院
子时，保留了土坯墙、老木梁，新增了现代化住
宿设施，让破败老农房迎来新生。记者在此看
到，旧石板铺就的院坝里，一座座竹亭村舍掩映
在蓝天绿树之间；房间里有可以仰望星空的天
窗，有供孩童们玩闹的滑梯，有藏于房间深处的
酒窖……“我从来没想过猪圈还能变成这么典
雅的酒吧，黄土房子能变得这么漂亮！”赵玲连
连赞叹。

　　这样独具匠心的设计赢得了游客的青
睐。开业以来，刘晓波的乡村民宿生意越来越
好。“周末要想来住上一晚，得提前一两周预
订才行。”刘晓波说。
　　除了改造老旧农家土屋，巴南区还将区内

古代、近代建筑资源活化为民宿。坐落于天星
寺镇芙蓉村的民宿“别花山房”，就在清代“廖
家大院”旧址上复原建造，保留了古建筑的原
有形制、文化古迹和生活格调，展现出独特
魅力。

　　目前，巴南已完成全区老院子资源调查
摸底，共收集具备开发价值的“巴县老院子”
80 余处，计划分三年对其进行多渠道活化利
用，促进民宿产业提质增效。
　　巴南民宿不仅风格多样，经营业态也
丰富多彩。入住“花房筑·明院”，游客可享
受滑翔、野漂、茶道等多种服务，沉浸式体
验乡野生活。在一家“游戏解压”主题的民
宿，游客赢得的游戏币可换购当地农产品；
而一家有亲子特色的民宿，则打造了充满
农趣的蔬菜果园，游客可在此尽情采摘、品
尝应季蔬果。
　　巴南区还将景区旅游与民宿产业有机结
合，不断探索产业融合之路。记者在近两年人
气颇旺的天坪山云林天乡景区发现，这里设
有萌宠乐园、湖上泛舟、越野沙滩车等休闲项
目，在体验特色农家菜、室外烧烤、篝火晚会
等活动后，游客可入住依山傍水的民宿，远离
城市喧嚣，感受自然之美。
　　为了盘活更多闲置荒废的乡村老院子，
巴南区采取直接出租、入股经营和权益自愿
退出等宅基地盘活利用方式，推动民宿业发
展，同时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自家的老
旧农房改造成民宿后，作为民宿股东，赵玲每
年可分红两万元左右。当地很多村民经过专
业培训，成为民宿的服务员或管家，在家门口
即可就业。
　　“丰富的民宿供给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
和乡村旅游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巴南区
文旅委副主任马培东表示，巴南将不断丰富
旅游民宿供给，进一步激发“老院子+旅游民
宿”的活力。

　　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王春雨、杨思琪、徐
凯鑫）“我们那儿快 40 摄氏度，这儿真是太舒
服了！”初秋的大兴安岭景色秀丽，江苏游客韦
苏东自驾房车，一路北上，来到黑龙江省漠河市
北极镇北红村后，他对这个地处“北极”的小村
庄赞不绝口。
　　晚 7 时许，路灯亮起，在向日葵和格桑花
的掩映下，一排排民宿别具特色。漫步在北红
村，随处可见俄式风格雕塑，在夜幕笼罩下韵味
十足。在黑龙江边的沿江公园，三五成群的游客
们有的赏星、有的拍照，不时传来欢声笑语。
　　地处中俄边境的北红村位于中国最北端，
与俄罗斯隔黑龙江相望。这里冬季漫长寒冷，最
低气温达零下 40 多摄氏度，农作物产量低，曾
是省级贫困村。2018 年，全村建档立卡户全部
脱贫。全村现有常住人口 137 户，其中脱贫户
49 户。
　　“你看我换的地板，嘎嘎好！”看到记者，脱
贫户刘桂英迫不及待地讲述两年来的变化。
2019 年底，记者采访她时，她家的木地板已经
残损，踩上去咯吱作响。2020 年，她换上了崭
新的米色地板。
　　墙上贴着的脱贫户资料卡展示了刘桂英收
入来源。低保金 5220 元、土地流转收入 3626
元、扶贫产业分红 8498 元…… 2021 年，刘桂英
的收入超过 2 万元。夏秋闲暇时，她还到周边山
上采些蘑菇、蓝莓等山货，自己吃不了的就卖给
游客。谈起眼下的好日子，刘桂英笑得合不拢嘴。
　　如何让脱贫户持续增收，北红村出实招。去
年，依托农田路维修、旅游环境改造，北红村新
建粮食加工厂改造等项目，全村产业基础进一
步提升。村里在上级支持下还建设了蛋鸡养殖
场 ，收 益 的 6 0 % 用 于 脱 贫 户 分 红 ，户 均 达
3000 元。
　　“脱贫只是开始，让乡亲们致富才是目标。”

北红村驻村第一书记史继友说，随着自驾游、
“找北游”的兴起，很多背着相机、拉着行李箱
的游客从各地赶来，夏天消夏避暑、期盼邂逅
极光，冬天赏冰玩雪、体验“泼水成冰”，曾经
的最北、极寒等劣势，变成了发展旅游的
招牌。
　　晚 10 时许，北红村“远方故里”民宿负
责人张翠花依旧忙着跑上跑下为客人送毛
巾、棉被等。2019 年初，瞄准“极地旅游”带
来的新商机，张翠花将老房装修改造，又购置
两栋二层小楼，经营起一家家庭旅馆和一家

青年旅社。今年 6 月以来，一天最多接待游
客 40 多人，20 多个房间几乎全住满。
　　和张翠花一样，不少村民纷纷翻修自家
老屋，家庭旅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目前已
达 72 家。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村里道路全部
硬化，路边种了各式花草，修建了休闲广场，
经营户统一更换成木质牌匾，北红村已入选
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史继友对记者说，目前仍盘算着如何进
一步发展，建风情民宿、家庭宾馆增加特色餐
品、新建一座冬夏两用的游乐园……

中国最北村庄脱贫之后喜迎“找北游”
　　新华社郑州电“全县农业机械
共有多少台，存在故障需要维修保
养的有多少？利用农闲时机，开展
农机手技术培训多少次？”近日，河
南省沈丘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
局纪检监察组长王绍银来到县农
业机械技术中心，检查“转观念、强
作风、提形象”学习实践月活动
成效。
　　沈丘县是豫东农业大县，每
年夏秋两季，县农业机械技术中
心格外繁忙。派驻纪检监察组以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
督促指导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
开展“转观念、强作风、提形象”
学习实践月活动，引导农业技术
服务力量向农村聚焦，向基层聚
焦，向田间地头聚焦。
　　在抓作风促服务提质效方
面，他们从“治慵治懒”抓起，进一
步健全完善考评、激励、问责、惩
治机制，对政令不畅、执行决议敷
衍应付、工作任务落实“打折扣”、
劳动纪律不遵守、群众诉求不关
心、占着岗位不谋事等慵懒飘浮
现象，一经查出，严肃依纪依法依
规处理。
　　开展“转观念、强作风、提形
象”学习实践月活动以来，纪检监
察部门围绕服务工作提速增效，
严格履行服务承诺、首问负责、限
时办理等服务制度，倡导“马上就
办”工作理念，推行“马上就办”工
作方法，形成了“马上就办”的良
好风气。王绍银说，在优化营商环
境方面，他们简化办事流程，采取

“预约服务”“上门服务”等方式，让
办事群众少跑路，一次办结，真正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提升群众满意度。

河
南
沈
丘

引
导
农
技
服
务
力
量
向
田
间
地
头
聚
焦

  ▲这是 7 月 28 日在重庆市巴南区天星寺镇芙蓉村拍摄的依托清代“廖家大院”
旧址上复原建造的民宿“别花山房”。            新华社记者黄伟摄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北红村一家青年旅社外墙上的彩绘（8 月 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思琪摄

湖北利川：“清凉经济”带热乡村产业振兴
　　时令虽已过处暑，但暑热尚未完全消退。在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的苏马荡、野猫水、童话小
镇等避暑区，大大小小的民宿前停满了挂“渝
A”“鄂 A”“川 A”“浙 A”等车牌号的私家车。

“火爆的时候，苏马荡一床难求，一桌难求，一
（停车）位难求。”苏马荡管委会经济发展办主任
周敏说。
  苏马荡的火爆，是利川市发展“清凉经济”
的缩影。利川市位于重庆和武汉两大“火炉”之
间，海拔较高，夏季凉爽。近年来，当地深挖“清
凉资源”，有效带动产业和乡村发展。

因“凉”而兴

  “都是自家老房子改建的民宿，就算不做生
意也得住，在老家挣钱反而没有后顾之忧。”利
川市东城街道白鹊山村民宿老板向学刚告诉记
者。利川为发展“清凉产业”，推出系列政策引导
扶持民宿产业。据介绍，利川近年来发展民宿近
2000 栋，客房超 2.7 万间，床位近 5 万张。
　　利川的“凉”吸引了很多退休老年人前来避暑
康养。“在这里，我会每天爬山锻炼身体，爬到山顶

美景尽收眼底，微风一吹，心情大好。”已在苏马
荡一家民宿住了月余的范先生说。
　　民宿给乡村带来人气，也带动了当地农
产品的消费。“我们就是专门来吃你家玉米
的。”曾有游客向民宿老板黄梅打趣。黄梅的
民宿旁是自家小块的玉米田，种的玉米不算
少，但远不能满足民宿每天早上大约 60 根
玉米的消费量。
　　据利川市文旅局统计，6 月 21 日以来，
全市接待旅游人次 1300 万，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近 70 亿元，远超 2019 年同期水平。

借“凉”引智

　　在利川的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候鸟”
一词，特指那些为避暑来当地生活居住的人
群。据利川市文旅局统计，全市今年前来避暑
的“候鸟”达 60 万人，直追利川常住人口数
量，其中一些人也成为“新利川人”，参与利川
发展。
　　在团堡镇野猫水村一个康养小区，每天
上午都有几十名避暑休养的老人聚在一起吹

拉弹唱。这个小区大部分业主来自湖北、四川
等地，他们自发组织起书法绘画协会，还有乒
乓球队、羽毛球队、门球队，由专业退休老师
执教，康养生活充满活力。
　　在苏马荡，还有一些“候鸟”或义务登台
执教，或用文字照片推介当地旅游资源，或为
产业发展建言献策……他们以多种多样的方
式，为地方发展奉献余热。
　　为了使“候鸟”更好融入新生活甚至成
为“留 鸟”，利 川 市 顺 势 而 为 搭 建 平 台 借

“凉”引智。今年，利川市委、市政府决定，将
每年的 8 月 15 日定为“候鸟人才日”。截至
目前，利川已将 1377 名优秀“候鸟”纳入

“人才库”，成立 22 个“候鸟人才”工作室
（站），并通过设立临时党支部和“红色驿
站”等方式，加强党建引领，确保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乡村明天会更好

　　利川市汪营镇齐跃桥村的童话小镇坐落
于齐岳山脚下，曾经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废旧

工业小镇。随着乡村旅游逐渐火爆，这里发掘
整合乡村资源，没落工业小镇逐步成长为生
机勃勃的旅游小镇。
　　走进童话小镇，绕过老屋，穿过小巷和农
田，花草掩映、流水潺潺间，一栋白墙黑瓦的
民宿闯入眼帘。屋内设计全部为民宿老板覃
发中夫妻二人亲手打造，既有现代化的便利，
也保留了乡村的古朴。覃发中曾在川渝等地
开过多年酒吧，2017 年返乡创业，在自家宅
基地上开办了这家民宿。
　　“要带动乡亲们一起挣钱。”2018 年，覃
发中等乡贤响应家乡号召，着手建设集生态
农业、康养休闲及主题民宿为一体的旅游综
合项目——— 童话小镇项目。如今小镇每年吸
引游客达 30 万人次，带动了整村的食住行
娱购消费。据统计，童话小镇一期项目大约有
50 个子项目由本地村民经营，一期和二期共
带动 300 多名村民就业创业。
　　如今，童话小镇已由恩施州统一立项规
划。“小镇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展望未来，覃
发中充满信心地说。
    （本报记者谭元斌、鹿泽新、徐鹏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