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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一大早，虽然刚下过
雨，但南沈灶镇新丰村二组的村
民张礼坤就早早起床，穿起雨衣，
束起围裙，来到没过头顶的黄蜀
葵地里，开始采摘起黄蜀葵鲜
花。像张爹这样每天起早采摘黄
蜀葵鲜花的，村里还有几十户人
家。

张礼坤老人今年 77岁了，大
田被流转给种植大户规模经营
了，自家只剩下些小块的土地。
像老张这样的农户，在新丰村不
在少数。

今年春，南沈灶供销社和新丰
村搞起了社村共建。供销社向新
丰村提供了一份订单农业——种

植中药草黄蜀葵。供销社向村里
承诺：此份订单，由供销社包发种
子、包技术指导、包收购鲜花、包
价格稳定在1.80元/公斤，收益稳
定。村里觉得这是一个好项目，
农村现在老年人偏多，劳动力结
构普遍老化，重体力活老人们也
干不动。而种植黄蜀葵管理粗
放，投入成本低，价格有保障，鲜
花采摘周期长，可以一直采摘到
霜降。新丰村党总支把这个项
目作为党建创新课题，动员广大

农村党员积极带头，参与黄蜀葵
种植致富活动。供销社负责人
和新丰村三农服务点的负责人
与村两委联手，在黄蜀葵播种、
移栽、田间管理等关键时刻，都
通过村田头大喇叭举办技术讲
座，及时给予技术指导，受到了农
户欢迎。

新丰村 6组共产党员石春林
用电动车驮着三大包黄蜀葵鲜花
来出售，一过磅120斤，加上上一
天的2830斤，老石已经出售鲜花

2950斤，收入2655元。他卸下花
包，走到花堆前，用足全力，把三
大包的花一一倒在了花堆上。
他原来任过信用社储蓄员，账算
得特别精：“像我们这样六七十
岁的人，长这个黄蜀葵确实合
算，用工和成本比长玉米水稻少
得多，而一亩田黄蜀葵可抵得上
五亩玉米的收入。”在一旁刚把
鲜花装上磅秤的7组村民吴礼门
听说后，也插话说：“是呀，对农
村老头老奶奶来说，不要多大的

力气，不要多少成本，还是划得
来的。感谢供销社给我们带来
了这个好项目。”吴礼门今年长
了 8 分地黄蜀葵，到目前为止已
经交售鲜花 2147 斤，收入 1932
元，亩产收入 2415 元，虽然不及
石春林的收入高，但从老人乐呵
呵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对这个收
入还是蛮满意的。

供销社三农服务点负责人范
建强根据目前的收购数量分析：
按照目前收购量，保守一点说，就

是长得差的农户亩收入也能保持
在 3500——3800元，长的地势高
管理好的田块每亩收入可以突破
5000元，一亩鲜花可抵五亩玉米
收入。

新丰村还安排党员志愿者帮
助力气小的老人过磅倒花，南沈
灶供销社为了确保鲜花的保鲜
度，建立了烘干厂，每天将从新丰
村和万桥村收购来的鲜花，及时
烘干送到药厂。

当天上午 10点左右，一天的
鲜花交售工作差不多接近尾声。
人们推着电动车，算着自家卖鲜
花的数量和收入，心里非常惬意，
大家开心地说：“感谢社村共建活
动给我们引来了致富花。”

社村共建催开致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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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 日，记者来
到安丰镇红安村宇丰园
艺种植家庭农场，三十
多个工人正在桑苗田
里忙碌。几位热心阿
姨一手忙着除草，一手
指向不远处一个皮肤
黝黑正在干活的汉子：

“那是我们老板。”这个
不像老板的老板闻声
丢下手里的活，笑盈盈
地迎上前来。

近年来，红安村从
以稻麦种植为主的传统
农业村升级成为绿色生
态“富民村”，种桑养蚕
的农户不在少数。在宇
丰农场，早已不是大面
积种植蚕桑苗了，而是
以种植饲料桑苗特别是
沙地饲料桑为主。从传
统的蚕桑苗向饲料桑转
型，是一个潜心探索的
过程。现年 49 岁的张
礼兵老家在南通海安，
父亲就是做种桑养蚕生
意的。受父亲影响，张
礼兵也跟着学，靠养蚕、
种桑发家致富。2012
年，在我市尝试流转土
地种植桑苗已经有段时
间的张礼兵经人介绍来
到红安村，在这里找到
了更广阔的天地。2014
年，张礼兵注意到一个
新型品种——饲料桑。
根据中科院吴中伦院士
等权威专家研究，加上
自己十多年的种桑经
验，张礼兵判断，这一品
种具有潜在的生态价值
和饲料价值，前景十分
广阔，于是开始尝试种
植。从种子引进到播种
时间，从种植密度到肥
培管理，张礼兵全程坚
持规范化、科学化管理，
潜心新品种植。

较早尝试转型迎来
更广阔的市场。“这种饲
料桑苗耐低温、耐干旱，
既有防风固沙的功能，
还能做饲料使用。”过硬
品质让张礼兵底气十足
一路向北，去新疆、去内
蒙，为的就是把好苗推
销出去。推销靠的是品
质和诚信，张礼兵每到

一地，不是先谈订单，而
是先送苗，“不是好苗不
签合同”。就这样慢慢
积累起了客户信任。新
疆天山牧歌这样的大公
司居然抛来橄榄枝，起
初让张礼兵出乎意料。

“对方来东台考察一番，
立刻下了饲料桑苗的订
单。”张礼兵说，“只要种
好苗，做好人，订单自然
就来了。”如今，张礼兵
种植的桑苗远销内蒙、
陕西、浙江、四川、广西、
新疆等地，生产的实生
桑还被甘肃等沙漠化省
区用于沙漠治理指定苗
木。

在现场，记者感到
好奇的是，种桑苗近二
十年的张礼兵这两年又
大面积种起了大葱。张
礼兵告诉记者说，前几
年从朋友那儿听说种
大 葱 的 门 路 ，远 销 日
本、韩国等地区，自己
就想“赌一赌”。头一
年赌赢了，去年底又亏
损 70 多万元。不过他
心态倒是放得平：“搞
农业本也有几分靠天
吃饭嘛。”张礼兵说，因
为今年雨水偏多，大约
四分之一的大葱都淹死
了，但市场价却高了，预
计今年种的大葱亩效益
可达3万元。

在红安发展，对红
安有了感情，这里成了
张礼兵的第二故乡，而
红安村民的勤劳质朴更
深深感染了他。尽管桑
叶可以卖到些钱，但张
礼兵从来不卖，而是免
费送给来做工的村民。
张礼兵说，他这儿的工
人都是红安村村民。这
些工人中养蚕的不少。
农场稍闲的时候正好是
蚕农大忙时，因此不少
村民都选择常年在这里
做工，农场最忙的时候
有一百多个工人。“工人
除了自家养蚕的收入，
每年最多的还能在我们
农场挣到将近3万元。”
张礼兵说，一个人富不
算真正的富，“带动老百
姓共同致富，才是更幸
福的事。”

不走套路的种桑路

记者 周宴 金莉莉 文/图

村内两三层的小楼连片，小
桥流水点缀其中，村民不出村即
可灵活就业，幸福小广场上晨练
晚舞……时堰镇沙杨村村民用一
张张幸福笑脸，生动诠释了全面
小康内涵。

沙杨村位于时堰镇西南角，
是以革命烈士沙杨氏命名的村。

“沙杨氏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激发
着一代又一代沙杨儿女的奋斗豪
情。我们将激活厚重的红色基
因，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把
村庄建得更美，让村民过得更
好。”村党委书记桑爱宝说，如今，
沙杨村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鲜花常
新，每到清明，村民们都会带着孩
子来扫墓，让他们接受革命传统
的洗礼，感受红色文化的教化。

近年来，沙杨村在浓郁的“红
色文化”氛围中，形成以党建领
航、富民强村的发展思路，先后荣
获“江苏省美丽乡村”“江苏省水
美乡村”等殊荣。该村先后与江
阴华西村、宜兴谢桥村结为友好
村，借助华西、谢桥的信息、资金
和技术扶持，沙杨创新思路，采取
农民出土地、得租金，村里投入兴
办配套设施，老板出资金办厂的
发展思路，促进工业产业不断转
型升级。

村内的镇级全民创业园拥有
24家企业，以耐火材料、海洋装
备制造、工程机械等为主，全村7
成以上村民入园务工。在孟文安
创办的中洋机械厂内，20多名村
民在内作业，生产一片红火。孟
文安是省劳模，已在沙杨村党组
织书记的岗位退休7年。“您都70
岁了，为啥干劲还这么大？”面对
记者的提问，孟文安这样回答，

“我是农民的儿子，当了44年的
农村干部。组织的信任、群众的
期望鼓舞着我，我会继续干下去，
为人民服务永不退休。”

这些年，沙杨村党委因势利
导，加强党员创业技能培训，着力
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双强”“双
带”型党员干部队伍。其中，袁桂
根创办的港泰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每年纳税超过140万元，为沙
杨村化解剩余劳动力 100多名。
王卓和创办的高压油管厂生产的
石油控制管填补了国内空白，每
年为国家节约外汇近千万美元。
党员干部成为村里的致富标兵，
村民们也你追我赶，竞相创业，掀
起了全民创业的热潮。

沙杨村四面环水，村内沟塘
纵横，是典型的水美乡村。近年
来，沙杨村利用自身独特的资源
优势，用心做好“水文章”，将几十
亩集体水面对外招标，增加村民
和集体经济收入。逢年过节，养
鱼承包户迎来丰收的喜悦，村民
们每人都能分得3斤鱼。

干净整洁的村道、窗明几净
的房屋、优美宜居的庭院……这
些年来，沙杨村下大力气投入资
金，用于改善村容村貌，基本做到
了亩亩田头通汽车，户户门前水
泥路，块块农田可机耕。村内主
次干道两侧及塘边、河堤、广场等

处绿化和景观塑造各具特色，配
套建有亲水平台、垂钓码头等
景观建筑物，从而形成了“村在
园中、园在村中”的苏北水乡特
色。

小康生活精神文明、物质文
明缺一不可。为此，沙杨村委会
积极开展各类文化活动，重塑村
规民约，激励村民向上向善、孝老
爱亲，为营造美丽环境、建设和谐
村庄贡献力量。同时，该村采取
人工墙绘和节点打造等方式，在
房屋立面绘制乡风文明宣传画，
打造主题文化景观墙。这些文化
墙不仅成为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而且成为引领村民积极向上
的重要载体，潜移默化感染、教育
村民。

在崭新整洁的村部大楼里，
设置有党群服务中心、社会就业
和劳动保障、矛盾调解、医疗卫生
等窗口，村民们享受着“一站式”
服务。在村综合文化中心内，图
书馆、棋牌室、乒乓球室一应俱
全。村民周奶奶告诉记者，每天
傍晚和周末，不少村民都会来这
边看看书、健健身。

沙杨村：红色的村庄红火的日子
走向

小康生活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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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蔬菜价格持续走高，记者在三仓镇联南村杨小东果蔬购销中心收购点看到，青椒堆满现场，老板杨小东正在过秤、包装。杨小东告诉记者，青椒
种植投资少、见效快、收益高。目前，收购上来的青椒主要发往江南市场。 记者 张莉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