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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土特产”做成了“品牌菜”
乐平市高标准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达5万亩

本报记者 徐黎明

乐平市是我省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也是全省举足
轻重的蔬菜集散地，素有“江南菜乡”的美誉。在乐平市，
蔬菜大棚的几次大变迁，让菜农们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巨
变，以及农业技术巨大的革新。

从竹木型到钢架型
8月 30日，位于镇桥镇百乐村的花正红蔬菜种植基

地，菜农们正在忙着采摘蔬菜。钢架大棚内，黄瓜、茄子、
西红柿……琳琅满目。一辆辆货车停在大棚外，等待装
车发运。

百乐村是当地颇有名气的蔬菜专业村，全村 500多
户人家，冬暖式大棚、钢架大棚近 200个，蔬菜种植面积
1500多亩。

上世纪 80年代，随着“分田到户”开始实施，蕴藏在
乐平农民身上的种菜热情得到空前释放。最初的大棚，
是几个竹木拱棚，自此乐平蔬菜种植有了大棚，有了秋延
后的辣椒、茄子、西葫芦等反季蔬菜。

“这些蔬菜打破季节常规，赶在元旦、春节期间上市，
让菜农们尝到了甜头。”乐平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此后，温室大棚的广泛应用，让乐平市蔬菜产业不断
升级，并引进新技术、新模式，发展设施蔬菜。2004年，
该市被列为全国第二批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县
（市），完成了143个冬暖式标准大棚建设，在保持常规蔬
菜产销两旺的同时，反季节蔬菜的发展势头喜人。蔬菜
种植收入从每亩年收入8000元，到现在2万多元。

从传统型到智慧型
对于种了多年蔬菜的乐平菜农来说，变化最大的，还

是大棚中的高科技。
位于后港镇的蔬菜基地，一排排钢架大棚整齐排列，

这是一个无公害蔬菜基地，蔬菜旁边的一个个监测仪，土
壤的温度、湿度一目了然。

“以前种菜靠天吃饭，收入少，人也辛苦；现在智能大
棚引进了更多高科技，更加注重绿色、生态，人手少了，收
入却更高了。”华小卓是该基地的技术员，他说，从下种到
收获，蔬菜基地只施农家肥，采用防虫网、诱虫灯等无公
害防治手段，实行节能灌溉，种出的蔬菜环保绿色无公
害、品质更优良。

在偌大的科技大棚里，记者看不到忙碌的工人，只有
两名技术人员在中控室监看大棚里的各项数据。

蔬菜种植，灌溉水源很重要。近年来，乐平市从严落
实河长制工作，加速推进水环境治理，退出一批有污染的
企业和一批有农业面源污染的养殖业，通过开展“清河行

动”以及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水质得到明显改善，蔬菜质
量明显提升。

“发展设施蔬菜大棚产业，不但有财政奖补，政府还
提供贴息贷款，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也全部由政府统一投
资建设，并有技术员全程指导，帮我们跑销路。去年我种
的10多亩蔬菜，利润达20万元。”镇桥镇百乐村村民黄道
胜尝到甜头后，在政府的帮助下又建了一个蔬菜大棚，他
把智慧设备搬进大棚，包括价格不菲的自动气象站。即
便在千里之外，黄道胜只要打开手机APP，就能轻松掌握
蔬菜生长情况。

从粗放型到精细化
如今，越来越多乐平菜农加入发展设施蔬菜产业行

列。数据显示，2020年底，该市蔬菜种植面积超16万亩，
其中高标准设施蔬菜面积达5万亩，蔬菜总产量达160万
吨、总产值达26亿元。

在乐港镇谢家村蔬菜种植基地，国家示范合作社——
乐平市民望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谢冬华带着技术

骨干，在新开辟的绿色无公害蔬菜基地测土配方。
“传统的温室大棚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的发展需

求，智能温室大棚将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点。”谢冬
华说，该合作社将引进蔬菜冷链、包装、加工生产线，新
建标准化蔬菜农药残留检测室、蔬菜冷藏保鲜库、保鲜
配送车辆，实现蔬菜产品从基地到群众餐桌的无公害标
准化对接。

在谢家村文化活动中心，数十名菜农正在聆听江西
农大蔬菜专家讲课。

“别小看这些农民，经常听大学教授上课，他们不仅
有文化、懂技术、还懂得经营，算得上菜乡新农民。”谢冬
华说，由于品种新、质量好、无公害，他们种植的蔬菜在市
场上供不应求，菜农收入可观，全村仅蔬菜种植年收入超
5万元的农户就有200多户。

依托高科技，乐平市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辐射
带动作用，通过发展设施蔬菜产业，把“土特产”做成了

“品牌菜”，形成了集生态农业、休闲观光、采摘品尝以及
农业科技为一体的综合发展态势。

乐平市众埠镇智能蔬菜大棚培育菜苗。 特约通讯员 朱定文摄

“今年风调雨顺，水稻长势很好，达到预计收益不
成问题。”8月 28日，横峰县葛源镇黄溪村水稻制种大
户蒋水生站在制种基地边，望着绿油油的制种田，高
兴地说。

蒋水生是黄溪村的水稻种植大户，从种植普通水
稻转变为从事水稻制种，得益于2011年，江西兴安种业
有限公司在黄溪村设立水稻制种基地。“当时，村干部
动员我带头搞制种，我还有点犹豫，毕竟种了半辈子
田，一直都是买种子，现在反过来搞制种，心里没底。”
蒋水生说。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蒋水生拿出10亩田进行制种，
当年每亩纯收益达 1500元左右，是种植普通水稻的几
倍。尝到甜头后，蒋水生扩大了水稻制种面积。如今，
蒋水生已流转农田85亩，专门从事水稻制种。

在黄溪村，像蒋水生一样从事水稻制种的农户，已
发展到100多户，其中制种大户10户。

黄溪村党支部书记蒋丽萍告诉记者，江西兴安种
业有限公司通过“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模式，在黄溪村建立长期稳定的水稻制种基地。公司
与农户签订合同，不但提供稻种、农药、化肥，还为制种
田购买农业保险，派技术人员定期查看农作物长势，根

据当地气候、土壤情况制定合理的管理方案，并定期对
农户进行技术培训。目前，黄溪村水稻制种基地面积
已发展到近 700亩，占黄溪村农田总面积的 1/4。基地
主要从事“建优 381”水稻制种，是科技部成果转化品
种，所产种子全部由公司统购统销，农户不用担心销
路问题。

每日清晨，村民李永海就会准时来到蒋水生的制
种田边，仔细察看水稻长势。李永海是蒋水生结对帮
扶的脱贫户，也是制种基地的固定务工人员，每年有固
定的务工收入。蒋水生告诉记者，他的制种基地每年
需请用工 200多个，村民在基地务工，每日工资 130元
至150元，为村民增加了不少收入。

省人社厅驻黄溪村第一书记闵掌国告诉记者，黄
溪村的自然环境、土壤条件很好，十分适合发展水稻制
种产业。下一步，村里将按照“标准化、规范化、机械
化、规模化”要求，进一步加大投入，扩大制种基地面
积，加速选育推广更多更好的新品种。

黄溪村的水稻制种基地，只是横峰县发展制种产
业的一个缩影。据了解，目前横峰县水稻制种田面积
已达1.06万亩，有力地促进了农户增收，水稻制种为农
户播下了“致富种”。

水稻制种为农户播下“致富种”
本报记者 曹诚平

火龙果成“致富果”
本报樟树讯 （记者洪怀峰 通讯员陈晗）眼下，正是

红心火龙果成熟的季节。走进樟树市义成镇罗港村恒农
农场，一排排整齐的支架上攀爬着翠绿粗壮的火龙果枝，
枝头上红彤彤、圆滚滚的红心火龙果长势喜人，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近年来，义成镇积极引导农户紧跟市场需求，有针对
性地种植畅销农产品，大力发展蜜橘、葡萄、红心火龙果
等高效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目前，
该镇有特色农产品基地 8 个，种植面积 1200 余亩，带动
200余户农户增收致富。

4462万元中央彩票公益金
资助我省社会公益事业

本报讯 （记者陈化先）8 月 26 日，省民政厅举行
《江西福彩 2020年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报告介绍了
2020 年度江西福彩发行销售、公益金筹集、分配和使
用、疫情防控、运营管理等情况。

2020年，江西福彩销售各类福利彩票 25.34亿元，
筹集公益金8.02亿元。在福利彩票公益金分配和使用
情况方面，中央彩票公益金安排我省 4462万元，按照

“项目法”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及社会公益事业，
共62个项目。此外，我省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省级福
利彩票公益金实际执行1.37亿元。

我省使用中央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分别是：老年
人福利类项目 34个，金额 1008万元；残疾人福利类项
目 3个，金额 314万元；儿童福利类项目 2个，金额 914
万元；社会公益类项目 10 个，金额 190 万元；“三区三
州”等专项倾斜项目 13个，金额 2036万元。省级福利
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分别是：资助地方养老事业发展
6315万元；资助地方殡葬改革事业发展 4500万元；资
助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和罗霄山连片特困地区基础设施
扶贫项目800万元；资助省本级养老事业发展项目850
万元；资助省本级儿童关爱事业项目150万元；资助省
本级其他社会福利事业发展项目 260万元。同时，执
行省级专项福彩公益金用于资助残疾人事业发展项目
840万元。

萍乡七旬老人去世
捐献遗体作医学研究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8月30日，记者从省红十字
会获悉，8月25日，萍乡市安源区五陂镇册雷村73岁的
钟杰云老人去世，家人遵照她的遗愿，将其遗体捐献给
南昌大学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

在当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见证下，钟杰
云家属在家中完成了遗体交接告别仪式。老人的子女
说，母亲捐献遗体的想法已有多年，一开始，子女并不
理解。三年前，母亲再次向子女表达了捐献遗体的意
愿。“不要难过，人总是要老，总是要死的。我希望死后
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母亲语重心长的一席话，最
终让子女们理解并同意。2019年 6月，子女们尊重母
亲的意见，陪母亲来到萍乡市红十字会进行了遗体捐
献登记。萍乡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感谢钟杰云
老人为国家医学事业作出的贡献，同时，捐献器官也是
生命的一种延续方式。

连续20年
发放奖学金奖励学子

本报讯 （记者余红举）“这是一笔奖学金，更是对
我们的鼓励。今后，我将更加努力学习，以优异成绩回
报家乡人的关爱与支持。”8月 29日，在南昌市青山湖
区顺外村，获得奖学金的学子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

当日，顺外村一年一度奖励考录高校的优秀学生
颁奖会举行，宋宇航、徐晨喆等9名学子分别领到2000
元至5000元不等的村级奖学金。

1992年，顺外村成为全省第一个“亿元村”后，村里
对考取高中、大学的学生进行奖励。“奖学金发放整整
20年，发放奖金上百万元，有的村民户口迁出，有的户
口迁入，为避免冒领、错领，对每一笔奖学金发放都查
验了学生原始档案，以及村集体股改情况，保证了奖学
金发放公平公正。”顺外村村级监察联络员说。

摸清民情解难题
本报峡江讯（记者洪怀峰 通讯员黎海园）8月 29

日，记者从峡江县福民乡了解到，该乡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相统一，深入开展“大调研、察民
情”活动，摸清民情民意，解决群众关心的堵点、难点、
痛点问题。

据悉，福民乡已落实资金 1000余万元，为群众解
决民生实事 20余件。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特设立“未办成事受理
窗口”，建立“未办成事”协调机制和督办机制，确保
群众急难愁盼事快速“销号”，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8月23日，南昌经开区白水湖管理处北山小区雨
污分流改造工程施工现场一片繁忙。今年以来，南昌
经开区通过逐步完善城市功能，切实改善人们生产生
活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8 月 24 日，湖口
县城郊某湿地，成群
的鸟儿或展翅起舞，
或栖息觅食，与湿地
相映成趣，构成了一
幅和美的生态画卷。
近年来，该县牢固树
立“绿色发展、生态优
先”理念，生态环境不
断改善，当地的一些
湿地成为鸟类乐园。
特约通讯员 张 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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