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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武菊出生于 1973 年，是汉滨区五里镇
药树垭村人。1995 年，王武菊大学毕业在深圳
发展多年，2017 年底在回乡探亲的过程中，了
解到家乡因经济落后被评定为贫困村， 看着
过去生机勃勃的庄稼地因为青壮年外出务工
己撂荒多年，荆棘丛生，她感到十分可惜，随
即萌生了回到家乡做点实事的想法。

经过多次考察论证、 慎重筛选，
王武菊成立了安康盘龙山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最终选择安康市重点发展
的五大支柱产业之一“魔芋”作为发
展方向。没有任何种植经验的王武菊
像一个愣头青年一样，一头扎在茫茫
的山林里， 经过近 2 个月的选址，终
于选出适合魔芋种植的土地。土地虽
然选好了， 但要从农户手中流转过
来，看似简单，实属不易，农户各人想
法不同，有的宁可闲置、杂草丛生，也
不愿让流转，这给王武菊带来了很大
的压力。但她天生的倔强性格促使她
必须要达到目标，于是她和农户交心
谈心，和村委会沟通交流，组织村民
会议说出自己的规划蓝图，终于和农
户达成共识，流转土地 1000 余亩。

土地的事解决了，随即而来又面
临新的困难———土地复耕。 因面积

大，土地撂荒 20 余年，地里树木已成林，人工
复耕不现实， 于是王武菊又开始组织资金购
买挖掘机、旋耕机、三轮车等设备，开始了复
耕之旅。

4 个月后土地整理完毕，王武菊又开始实
施新的任务 ，引种 、种植 ，飞到云南选种 、调
种。 但是，经过长途运输的日晒雨淋及遮捂，

第一年从云南调回的 60 吨种芋，到基地虽然
表皮看似完好，但内里已经腐变，而当时请的
一个土专家告诉她， 这个种子经过高锰酸钾
浸泡消毒，生石灰裹种，不会有任何影响，于
是， 从未做过农活的王武菊把这些种芋请工
人按其方法消毒后， 种在了这片精心整理的
土地上，结果当年的出苗率连 30%不到，加上
人工成本，第一年损失近 150 万元左右，工人
看到如此惨烈的出苗率， 干活的劲头也倍受
打击。 王武菊一直鼓励工人，但其实她心里也
很焦急，那是辛苦未得回报的失落和难过，而
她也深知“将可乐而不可忧”道理，唯有坚持，
才能给自己信心，给工人希望。

2019 年，王武菊继续着她的坚持，选择本
地的花魔芋进行改良补种， 同时选择了安康
农科所研发的抗病菌强的安魔 128 的品种做
试种，从病虫害的管护到施肥除草，从播种到
发芽，她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魔芋成长，天干雨
涝都让她整宿无法睡眠， 当看到满地郁郁葱
葱的芽苗， 她总算是有了些许欣慰。 可谁曾
想，到收获季节时，持续的雨季又给了她重重
的一击。 魔芋喜湿怕涝怕旱，但魔芋成熟倒杆
后， 大量的雨水灌入造成魔芋大面积被浸泡
腐烂，损失相当惨烈。 而安魔 128 的新品种出
奇地挺过了这一自然灾害，当时试种的 50 斤
最终收获了 600 斤， 这让她的梦想又继续绽

放着希望。
2020 年，因安魔 128 的良好表现，这一年

王武菊开始大面积种植此新品种， 功夫不负
有心人，终于迎来了稳产稳收的好收成。 花魔
芋也适应了地域，形成了稳定的种源。到 2020
年底， 盘龙山生态农业已建成标准化魔芋产
业园区 800 余亩（其中花魔芋 600 余亩、抗病
菌强的安魔 128 种芋 200 余亩），附带建设休
闲农业体验园 200 余亩（含葡萄园、无花果体
验园、李子园、茶园垂钓、民宿休闲步道等）。
经过几年的努力， 农场经营逐渐步入持续发
展轨道，年收获商品芋及种芋 200 吨左右，实
现销售收入 150 余万元， 其他休闲观光等体
验收入近 20 万元。

从职业经理转变为职业农民， 虽然苦了
很多、累了很多,但为了心中的梦想，为了家乡
的父老乡亲， 王武菊坚持在日晒雨淋的田间
地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
田而食的生活。 她始终铭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把“农民富，则乡村富；农民强，则集体强”作
为自己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 走公司与农民
共同发展之路，力求把家乡建设成幸福村。

经过春季雨露的浸润， 白河县麻虎镇金银村藤茶种植园愈发光彩照
人，绿意盎然。连日来，大片绿油油的藤茶树开始吐露嫩芽，芽叶肥硕、色泽
翠绿，翠绿色的玉带慢慢铺开，由田边一直向天边延伸。

晴朗的早晨，刚看得见亮光，青山绿水间就有了采茶人的身影，她们头
带各式草帽，斜挎着轻巧竹篮，手指上下翻飞，轻盈的指尖在低矮的藤茶树
上“跳舞”。 不一会儿工夫，采茶人的双手就沾满了淡淡的茶香。

采茶看起来简单，却包含着“大学问”。要保证茶叶品质，采摘过程中就
有着非常多的讲究。 藤茶树顶端生出最嫩的芽叶，这就是茶农们需要采摘
的。 采茶时，茶农常常两人合作，采用地毯式手法，从左至右、从后往前，依
次采摘，以防遗漏；嫩叶采摘后必须放在透气的竹篓里，防止闷坏。 下雨天
气、阳光强烈的时候都不适合采摘，否则叶子的新鲜度会大受影响。

“茶叶芽头过小则香不馥郁，过大则品质不佳。 ”藤茶种植园的负责人
马丰志每日穿梭于各个茶园，来回查看，“茶叶采摘讲究技巧，挑嫩的，长约
2 到 3 厘米左右为最佳，这样制成的茶叶质量才最好。 ”马丰志一边说，一
边手把手教村民采摘。

藤茶制作工艺烦琐，要经过采摘、选叶、杀青、发酵等多道工序。为做优
做实藤茶产业，马丰志多次外出考察，学习藤茶种植技术，并创办了农业公
司，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藤茶产业，带动周边群众增收。 如
今金银村藤茶种植基地现有藤茶 200 亩，目前已进入丰产期，每亩能采摘
藤茶鲜叶 200 公斤。

一片片鲜绿的嫩芽，渐渐成为助力村民致富的“金叶子”。 村民梁昌久
说：“我们既可以通过藤茶基地流转土地获得租金，还可在基地打工赚劳务
费，这样算，每天就有一百多元的收入。 ”

“藤茶产业促进了村里就业，给老百姓增加了一定收入，也壮大了村集
体经济。 下一步，村里将继续支持能人志士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为当
地老百姓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 ”该村党支部书记杨章勇说。

产业振兴 ，久久为功 。 近年来 ，麻虎镇始终坚持 “两山 ”理念 ，践行
“1239”发展思路和“456+X”工作机制，以产业兴旺为重点，立足资源禀赋，
大力实施“产业强镇”战略，聚力建好红薯、黄姜、茶叶、蚕桑、种养殖等“一
村一品”一产特色，巩固壮大江荣食品、森硒包装饮用水、唐氏再生资源等
二产企业，倾力打造汉江画廊、兴华硒水果采摘、金银农旅体验等三产业
态，深化一二三产业融合，拓展产业价值链条，为产业振兴、乡村振兴增蓄
活力。

在岚皋县蔺河镇茶园村的民意蔬菜保障基地里，80 多个塑料大棚内蔬
菜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看，今年我在双拱双膜实验棚里种的螺丝椒长得多好，头茬辣椒提前 1
个多月就采摘上市了，价钱也非常好。”日前，在蔬菜保障基地，负责人何先进
一边带着笔者在棚内参观，一边对双拱双膜棚的好处赞不绝口。

今年 52 岁的何先进，是土生土长的蔺河镇蒋家关村人，早年夫妻俩靠着
一辆三轮车在岚皋县城做蔬菜生意发了家，后又改行在县城开商店，事业慢
慢滚雪球般地发展壮大，又接连开起了两家大超市，成了一名白手起家创业
致富带头人。

2015 年，何先进瞅准岚皋市场缺菜，市民吃菜贵的实际，把超市请人打
理，自己抽身投资 200 多万元流转了本镇茶园村的 86 亩土地，大胆干起了大
棚蔬菜种植，一时又成了岚皋县远近闻名的“新农人”。

何先进介绍，他原先搞的都是单体棚，比露地菜能提前 20 天上市，一
年一亩地除去各项开支，种菜也就是个 1 万元左右的收入。 今年元月，喜
欢新鲜事物的他，在县专项资金扶持和农业农村局的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又投资了 60 多万元建起了 3000 平方米的双拱双膜实验棚，结果保温 、增
加使用面积不说 ，棚里的辣椒 、西红柿能够提前 2 个多月就上市了 ，抢占
到了市场的先机。 “现在加上单体棚内的黄瓜、茄子，头茬菜一起出售起码
有超 10 吨了！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看来种菜也得跟上形势。 ”何
先进对此感慨地说。

此次双拱双膜大棚的建设成功， 让何先进看到了种植大棚菜的发展方
向。 下一步，他打算逐步扩大双拱双膜的建棚面积，种植更多品类的蔬菜，让
本地市民吃到更多物美价廉的优质无公害蔬菜。

农忙时节不等人。 不久前，地处
秦岭腹地的宁陕县龙王镇棋盘村，有
一群人，他们身穿“红马甲”抢抓好时
节移栽秧苗， 在水田里来回穿梭，帮
助村民把一株株秧苗整齐有序地插
入水田里，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田
间地头呈现出一幅忙碌的夏耕画卷。

“各位乡亲， 大家购买种子、农
药、 化肥一定要到有资质的商店购
买， 不要购买流动商贩兜售的农资，
以免既损失了钱财， 又误了农时、毁
了庄稼。 ”人大代表曾科向群众宣传。

不光是深入田间地头现场传授
种植技术、解决实际难题、宣传科学
种植知识。人大代表农技志愿服务队
还帮助各村谋划制定 2022 年产业发
展计划，广泛运用微信、抖音等新型
媒介，宣传中央一号文件解读文章和
视频，向身边群众宣传中央强农惠农
政策和政府扶持激励措施，全力帮助
农户开展春耕备耕，受到群众的普遍
欢迎。

“组建人大代表农技志愿服务
队， 是龙王镇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拓
宽代表履职途径、密切代表和群众联
系的一项新举措。 ”该镇人大主席韩
建乐说。 据了解，在该镇的人大代表
票决民生实事工作中，组建“农技志
愿服务队 ” 就曾经被推荐为票决
项目，受到群众普遍关注和欢迎。 该
镇人大依托代表来自群众、贴近群众
的优势， 与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合作，
按照“有经验、有技术、懂管理”的“两
有一懂”条件，吸纳人大代表与农技
人员共同组建镇农技志愿服务队，在
产业融合发展中发挥人大代表自身
优势。

走进旬阳市金寨镇郭家湾村， 只见村主
干道干净整洁，路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院落
内外一尘不染，显得格外宽敞，河边的小鸭子
在水里唱起了欢乐歌。

“现在村村都有路长、河长，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以来，郭家湾村又有了‘院长’，院落街
道干净了，我们的心里也亮堂了。 ”谈起村里
人居环境整治，村医冯中安连声称赞。

据了解，为助推人居环境整治，加强农村
基层治理，年初，郭家湾村在集中征求民意的
基础上，积极探索推行“网格员”为村民院落

责任人，老百姓称“院长”，对全村三个组，上、
中、下三湾进行重新划分，把群众基础好、威
信高、能干事、肯干事的优秀村民选拔出来担
任“院长”。

“小网格，要有大作为，要心里时刻装着
大家的日常生活、环境卫生！ ”这是郭家湾村
“院长”网格员石学勤的心声。 郭家湾村共推
选出 17 名 “院长”， 每人负责本院落内的住
户，主要职责是配合村“两委”做好政策宣传
讲解、人居环境卫生监督、矛盾纠纷调解、疫
情防控排查管控、防诈骗宣传等工作。

62 岁的石学勤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 自从通过发展养殖畜牧防疫服务脱贫致
富后，他对村里的大事小事都很上心，积极参
与村内事务治理，在村里很有威望。 不仅担任
“护河员”， 这次被村里任命为家庭院落 “院
长”，石学勤很自豪。

“‘院长’代表着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得以
身作则。 ”每天早晨 6 点，老石就开始巡视自
己的“辖区”，看到边沟上有点垃圾就捡起来，
“时间长了，大家都不好意思乱扔垃圾，卫生
保持得可好。 ”老石说。

有了“院长”带头，村民们的积极性也调
动起来了。 “有一天我起晚了，推门一看，家门
口特别干净，就知道‘院长’来过了。 ”村民郭
明军说，“打那以后，我怕第二天晚起，就提前
把卫生打扫干净。 ”

“‘院长’还发挥了党员、村民代表联系户
作用，村民有什么纠纷、难事，或者对村里的
工作有啥建议，都可以通过他们反映。 ”郭家
湾村党支部书记靳义鹏说。

乡村治理，三分在建七分在管。 “明确‘院
长’责任，让每院落都‘有人抓、有人管、无盲
区’，是乡村网格化管理的延伸和细化。 院落
对外是村庄的‘里子’，但对村民而言，是自家
的‘面子’。 ”金寨镇党委书记任兴斌说，以后
将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加以完善，并在全
镇范围推广“院长制”。

王武菊：从职业经理到职业农民
通讯员 王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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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黄仲涛

大大棚棚里里的的““蔬蔬菜菜梦梦””
通通讯讯员员 张张天天兵兵

市财信小贷公司获全省“2021年度优秀小额贷款公司”称号

本报讯（通讯员 王世敏）近日，在陕西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组
织开展的全省“2021 年度优秀小额贷款公司”评选推介活动中，安
康市财信小贷公司被评为陕西省“2021 年度优秀小额贷款公司”，
公司总经理胡相军获得陕西省“优秀小贷人”荣誉称号。

安康市财信小贷公司自 2014 年 1 月成立以来， 始终坚持
以服务市县（区）重点项目企业、服务“三农”、服务中小微企业
为宗旨，聚焦企业发展“痛点”，精准施策，设计开发了“快易贷”
“过桥贷”“小微企业孵化器” 等一系列符合安康本地特色的创
新信贷产品，以资源整合思路积极助力安康畅通供应链、做强
产业链，在破解中小微企业、农户、个体工商户“短、小、急”等融
资难题，支持小微企业创品牌、拓市场、增效益，扶持科技类企
业加快技术升级、改造，助力农业产业龙头企业放大品牌效益
等方面发挥了应有作用。 公司成立以来，累计为 700 余户企业
“输血”纾困，累计发放贷款超过 180 亿元。 2021 年，市财信小贷
公司顶住了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双重考验，各项经营指标稳居
全省小贷公司前列。

紫阳行政审批服务局开展
政务大厅文明窗口服务提升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邓涛 汪周淅）近日，紫阳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印发《县政务大厅文明窗口服务提升行动方案》并召开动员
大会，对进一步塑造县政务服务大厅窗口文明形象、提升政务
服务效能做出专项部署。

本次行动以“管理精细化、服务精准化”为主题，坚持问题
导向和目标导向、聚焦“六大提升”，着力打造勤勉务实、励精笃
行的政务服务队伍，营造便民亲民、温馨温情的政务服务环境。

白河开展整合项目绩效自评抽审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沈莉）日前，白河县财政局开展为期一周
的整合项目绩效自评抽审工作。

抽审工作涉及 5 个镇、2 个部门， 检查分两组同时进行，分
别开展查阅项目及财务资料、座谈征询印证及实地核查项目。

此次绩效自评抽审对 10 个项目、1961 万元的项目资金进
行了追踪问效，并对西营镇柳树村产业路、中厂镇新厂村新修
桥梁、木瓜及茶叶产业支持等重点项目进行了现场评价。 绩效
自评抽审工作的顺利实施，为白河县用好整合资金，规范绩效
管理，切实发挥资金效益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石泉比学赶超促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冯宁）6 月 8 日，石泉县 2022 年度村级党
组织书记（第一书记）“展风采、比业绩、促振兴”擂台大比武活
动（北区分赛场）在饶峰镇举行。

本次“擂台比武”以“登台演讲+即兴问答+现场点评打分+
知识竞赛+现场颁奖”的方式进行。活动中，城关、两河、饶峰、曾
溪镇 12 个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风采展示，4 个第一书记代表队
进行了知识抢答，大家在“大比武”中展示了新风采、比出了精
气神、赛出了高水平。

经过激烈角逐，城关镇长安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明华，饶峰镇蒲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彭宪平， 城关镇
东风村党支部书记冯家兵分别获得 2022 年度村级党组织书记
（第一书记）“展风采、比业绩、促振兴”擂台大比武活动风采展
示夺优奖、争先奖、奋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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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味道。 汉滨区流水镇良田村 2 组的村民陈
景凤，正在同驻村帮扶干部介绍她饲养的半山坡土鸡，“我养的都是土鸡，生活
在咱们良田的青山绿水间，吃的是五谷杂粮和野生草籽，喝的是农家清水，吸
的是新鲜空气。 端上餐桌以后，优质鲜美，爽口又爽胃。 ”眼看着七八百只土鸡
一只只肆意奔跑在满山遍野，陈景风的脸上绽放着笑容。

陈景风出生于 1966年，今年 56岁，是土生土长的良田村人。 2012 年的正月，
正当千家万户阖家团聚的时候，陈景风的丈夫因发生意外不幸身亡。 噩耗传来，陈
景风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第二年，陈景风的公公也去世了。这时候，她的女儿刚
上大学，儿子也才 16岁，家里只剩下她和年迈的婆婆。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生活的
重担全部压到了她一个人身上。 接下来的日子里，陈景风当妈又当爹，她用自己柔
弱的肩膀扛起了这个家。上有老下有小，特别是女儿和儿子都在上学，家里家外，她
一个顶俩，一家人的生活，就靠着她的坚守度日。家庭境况每况愈下，生活变得艰难
起来。 怀着对这个家的情感，她决定挑起担子，撑起这个家。

“刚开始差不多天天都和鸡住在一起，生怕出问题。 ”2014 年在儿子的建议
和村里的鼓励下，陈景风决定进行土鸡养殖。 说干就干，陈景风当即购买了 500
只鸡苗，利用自家门前的大片山坡作为土鸡养殖基地。 万事开头难，毫无养殖
经验的陈景风一开始也经历了不小的困难。 喂食、防疫、清扫，每天天亮开栏，
夜黑关栏，大小事都亲力亲为。 “虽然我不是专业搞饲养的，但是咱们村里和上
级帮扶单位对我一直都很支持，这让我心里很有劲儿。 ”良田村驻村工作队和
村两委积极为陈景风的土鸡养殖联系专家技术指导和上级政策支持， 陈景风
的土鸡养殖发展势头一天天好起来。

“生长周期 6 个月以上，体重 7 斤左右。 陈景风家的土鸡散养在山林里，主
要吃谷物、玉米和虫子、青草，肉质鲜香无腥味。 ”如今，提起“养鸡户”陈景风，
在当地无人不知，她所饲养的土鸡在岁末年尾更是远近闻名、供不应求。

勤劳是最好的耕作，榜样是最好的家教。 如今，在陈景风的言传身教下，女
儿毕业后在安康城区成为一名医生，儿子也在城里站稳脚跟成家立业。 “今年
喂了近 1000 只土鸡，预计收入大概 10 万元左右。 ”陈景风的日子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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