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货
进城

疫情突袭，令不少农产品滞留村
中、销路不畅。农产品不比其他，若不
能及时销售，就只能烂在地上。盼了一
年的贫困户，眼看汗水变“憾水”，不少
人着急上火嘴上都长出了“小蘑菇”。

关键时刻，政府部门多管齐下、社
会各界慷慨解囊，扶贫订单从四方飞
来，汇聚成对冲疫情影响的最强暖流，
让贫困户吃了定心丸。

但此时也有人不禁担忧，订单因
“爱心”而来，疫情过后咋办？脱贫并非
“一时”，更需“一世”，如何借力特殊时
期的“搭把手”，建起农产品与消费者互
动往来的桥，更加值得关注。

建模式，让供销接上头。贫困村
大多地处偏远，交通不畅，互联网平台
缩短了产品与市场的距离，电商带货受
到各地热捧。在西丰，剪枝的手拿起镜
头，把樱桃市场从周边扩至全国；在朝
阳，扶贫干部为散户操刀，让“团团小
集”成为多家直销平台大V。但采访
中记者发现，电商也非万能灵药，有的
月销万斤，成为爆款，有的却少人光顾，

成交量惨淡。其实“触网”只是销售的
第一步。产品质量过硬、包装结实、运
输及时、售后服务细致贴心，才能让网
店长红。

树品牌，让“锤子”永远敲不完。大
额订单在消费扶贫中屡见不鲜。不少
企业家以“承包”等形式，消除贫困户种
养的后顾之忧。这种“扶上马还送一
程”的帮扶方式让不少贫困户看见了
希望，有了“第一桶金”。但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助
力当地形成种养规模，建立地区品牌，
才能让脱贫更有保障。盖州市暖泉乡
建立“营口有礼”系列扶贫品牌，设计
统一包装、标识，将产品逐步推向周边
乃至全省。

长本事，让人才本地就能找到。消费
扶贫，也需扶志、扶智。贫困户缺乏对市场
的了解，观念也相对保守。在帮助其销售
的过程中，扶贫干部应注意引导他们敢
于独自走进市场，找准定位。通过全程
参与，培养当地干部和群众的销售能力，
实现离开“拐棍儿”后的自立自强。

搭把手也要架座桥

“雨这么大，大伙儿还能上山来
认养桃树吗？”6月10日，朝阳县北四
家子乡唐杖子村的桃林前，村党支部
书记、春军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董事
长李春军，看着从早上就一直未停的
雨，拿起电话。听到电话那头朝阳市
纪委驻乡副书记王程的肯定回答，李
春军放下心来。

唐杖子村的果树种植量占全乡
总量的50%，“柏山牌”水蜜桃全国有
名，曾获昆明世博会铜奖。为了巩固
全乡脱贫攻坚成果，今年，在市纪委
监委的积极协调下，在原有种植面积
的基础上，唐杖子村又新建了 500亩
扶贫果园。

原本，乡里准备在桃花盛开的时
候举办桃花节，广邀客商，达成销售
合同。然而，受疫情影响，桃花节不
但搁浅，一些既有订单也被取消。收

获季节的销售隐患隐约可见，全乡上
下为此十分忧心。

北四家子乡的烦恼，让负责包乡
帮扶工作的朝阳市纪委监委干部急
在心上。经过调研、分析，他们提出

“爱心认购”扶贫模式，发动党员干部
认购“扶贫桃树”，由合作社负责桃树
的日常护理，待桃子成熟时，由认领
人对“自己桃树”上的果实进行摘取
认购。

该活动一经发起，就得到了市
纪委监委全体党员干部的积极响
应，短短几天内，230 名党员干部、
工作人员就认购了桃林 10 亩，桃树
600 余棵。刚才，李春军和王程的通
话，就是沟通双方在果园现场签约
的事。

“这下，我们再也不愁销售了。”
聊起纪委干部认养果树的事，李春军

话头刹不住，“他们不但自己来助贫，
还将爱心认养的消息，广做宣传，为
果园带来更多‘保护人’。如今，咱果
园1/3的桃树，有了城里亲戚。”

说来也巧，办理认养手续的车队
刚刚上山，雨就停了。果园前，朝阳
市纪委党委办公室主任张怀宇和李
春军这边刚签下《桃树认领代养协议
书》，人们就急着把写有自己名牌的
认养证挂在相中的桃树上，并相约，

“要经常来看看。”
“果树认养之举，不但为乡里解

决了果实成熟期的销售难题，还带动
了北四家子乡村旅游业和庭院经济
的发展，村集体经济发展也得到有效
的推动。”乡党委书记崔宪满笑着说，

“不但果子不愁销，连村民自家的土
特产也不愁销了。巩固脱贫成果，实
打实。”

水蜜桃有了“保护人”

6 月 13 日，越野车在连绵不断
的大山里穿行了 40 多分钟后，到达
了位于绥中县西北山区的加碑岩乡
黄土梁子村。三面环山，一片坡地，
7 栋黑色大棚在苍郁的绿色中格外
显眼。

这就是黄土梁子村扶贫香菇种
植基地。位于燕山余脉的黄土梁子
村，沟壑纵横，土地贫瘠，山梨野果，
几亩薄田，靠天吃饭，全村 295 户
1136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137 户 437
人，曾是加碑岩乡的 8 个省级贫困
村之一。

地远特色丰。2019 年底，经过
农业专家反复论证、村民集体讨论
后，黄土梁子村利用得天独厚的气
候 和 无 污 染 优 势 ，投 入 扶 贫 资 金
150 万元，流转土地 30 亩，建起了长
110米、宽 12米的 7栋现代化香菇大
棚，启动了香菇种植项目。

村民用柞树等废弃杂木粉碎后
制成菌棒，再进行真空包装、熏蒸后
注入香菇菌，码在大棚里，40 天后，
黢黑的菌棒上便冒出了一朵朵、一
簇簇胖乎乎的香菇。

“ 致 富 伞 ”刚 刚 撑 起 ，疫 情 突

袭。眼见每天采下的 1.5 万公斤香
菇 堆 在 库 房 里 ，几 天 就 变 了 颜
色 ，村 书 记 马 少 华 和 不 少 村 民 着
急 上 火 ，嘴上都长出了一串串小

“蘑菇”。求援电话打到乡党委书
记刘树来那儿，刘树来立刻联系了
县 城 的 7 家 连 锁 超 市 ，每 天 销 售
5000 公斤，又与帮扶合作单位——
现代农业产业园“七彩绥中”沟通
利 用 电 商 平 台 进 行 线 上 销 售 ，终
于使黄土梁子村的香菇项目渡过
了危机。

56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杨淑华
告诉记者，每天早晚两次，她在这里
采摘香菇，既不耽误地里的农活，又
能每年收入 2 万元，“到年底铁定脱
贫了。”

“光香菇项目每年就可为我们
村增加收入 15 万元以上，实现对建
档立卡贫困户叠加覆盖。现在，我
们又平整了 17 亩坡地，准备再建 6
栋大棚。我们还吸取今年初的教
训，正在与浙江商会洽谈进行香菇
深加工，制作干品并开始注册商标，
到时候价格还得往上涨呢。”村书记
马少华满脸兴奋。

香菇“瘦”了，身价涨了

“我们这里昼夜温差大，樱桃口
感独特，生长全程只施农家肥，卖得
贵是因为物有所值……”

6 月 5 日下午，西丰县天德镇天
来村的樱桃大棚里，32岁的徐宏艳以
樱桃树为背景，在直播平台上热情介
绍着本村的樱桃，调皮的儿子则不时
探过头来看看妈妈的手机屏幕。

往年，观光采摘是天来村樱桃的
主要销售模式，而且从不愁卖。今年
受疫情影响游客少，天来村“被逼”走
上电商销售的新路。

去年，徐宏艳还是基地里的一名
普通工作人员，今年，她和 7 个小姐
妹已变身成电商销售员，把过去的线
下销售转化为线上销售。

“开始也是什么都不会，就上网
看别人怎么介绍产品，怎么给别人看
果、采果和装果，以及怎么回答顾客
问题。”徐宏艳说，出镜时偶尔还需给
自己化个淡妆。

“疫情暴发后，我们主动降低棚
温延缓樱桃成熟，把熟果上市期从往
年的清明节拉到五一后。”天来村党
支部书记付宝库说。

从顾客盈门到人不上门，樱桃保
鲜期有限，最关键的是村里 8栋樱桃
大棚还是扶贫产业项目，关联着全镇
建档立卡贫困户 1456 户 3044 人，卖
好樱桃才能保障贫困户收益不减少。

西丰县相关部门还从外地请来

网红歌手，在天来村开展直播带货销
售。现场，徐宏艳等人看得如痴如
醉，“原来网上卖货有那么多说道。”

过去，徐宏艳靠微信朋友圈卖樱
桃，毕竟圈子有限，客户多是过去来
采摘的回头客，辐射范围一般就是西
丰县、开原市和吉林辽源、四平等
地。她说：“直播卖货后，我们的樱桃
卖到了全国各地，最远我出过海南、
新疆的单。”

广阔的网络为徐宏艳等村民打
开了新世界，除卖得远外，销售期也明

显缩短。去年，天来村的樱桃采摘期
持续 50余天，今年虽遇疫情，但线上
销售后只用30多天就接近尾声。

天来村靠发展果树种植，从一个
昔日的穷山沟变成了村美、民富的示
范村，发展果树面积已达 8100亩，水
果成熟期覆盖一年四季，成为名副其
实的“花果山”。

有了产业，村里返乡的年轻人越
来越多。“年轻人，代表着活力和希望，
以后，我们村还要发展旅游业，大家的
生活会更上一层楼。”徐宏艳感慨。

樱桃“触网”

6月9日，凌晨4时许，天蒙蒙亮，
盖州市暖泉乡义尔岭董店村的董庆
吉就赶往自己家的地给苹果套袋
了。一共就三亩多地，自己干虽然
累，却多少能省点儿工钱。

进家门时已快 9时，董庆吉没急
着吃饭，而是开始为院里 30 多只大
骨鸡崽儿准备早饭。“头回养大骨鸡，
没啥经验，但好在村里帮订购了鸡崽
儿和饲料，又做了培训。”董庆吉边干
边说。

董庆吉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母亲和妻子都患重病，干不了
活。往年家里只有几亩玉米地，收入
微薄。去年村里帮着种果树，今年又
送来了大骨鸡崽儿，这才让董庆吉看
到了希望。

以前咋不想着干点儿啥？“一来
没本钱，二来怕赔。”董庆吉答得实在，

“这回好了，村里杨书记给拉来了订
单，还送来鸡崽儿、树苗，不管是地里
种的还是家里养的，订单都包了，而且
价格不低，俺心里有底，准备甩开膀子
干了。”董庆吉嘴里的杨书记是义尔岭
董店村的扶贫“第一书记”杨建浩。

疫情期间，交通受阻，不少地区
农产品滞销，这让本就保守的贫困户
更加束缚了手脚，担心忙活一年，到
时卖不上价，变成瞎折腾。眼看春耕
在即，可不能让脱贫的脚步被疫情耽
误了。杨建浩反复翻看“电话簿”，想
通过自己的朋友圈拉几笔大单，打消
大伙的顾虑。

“一说是为了帮扶贫困户脱贫，

企业家都挺乐意。但是咱们也不能
搞‘硬性摊派’，最好是符合市场真实
需求，让订单长久往来。”想到这儿，
杨建浩开始详细计划。企业家的需
求无非是福利、礼品、原料，因此包
装、品牌很重要。最终，“营口有礼脱
贫攻坚系列礼盒”问世。暖泉乡已成
规模的庭院肉食鸡、生态鸡蛋、大红
袍李子、苹果等农产品进入了首批扶
贫公益活动产品目录。“目前，我们已
经联系了辽宁嘉润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地利生鲜集团、融创中国沈阳公
司等七八家企业，首批订单总金额约
百万元，平均每家企业十几万元的订
单合同已经拟好，就等着到时候去贫
困户家收货了。”杨建浩说话时露出
甜甜的微笑。

有了订单 种养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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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市纪委的干部在为桃树挂认养牌。

黄土梁子村的香菇价格今后还得往上涨。

徐宏艳正在大棚里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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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中县加碑岩乡黄土梁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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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军

朝阳县北四家子乡唐杖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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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庆吉

盖州市暖泉乡义尔岭董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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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宏艳

西丰县天德镇天来村

消费扶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长效脱贫机制的重
要方式。

年初以来，我省积极落实《辽宁省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行动方案》，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行动。线下，举办
“第一书记”年货大集和首届消费扶贫年货节等活动，利用政府
资源为贫困户带货。线上，在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等新媒
体开展战“疫”助农活动，助力辽宁农产品顺利“出村”。

特别是疫情期间，全省上下齐心协力、多措并举，狠抓电商
精准扶贫、拓展特色农产品网销渠道，推动电子商务成为脱贫
攻坚新引擎。今年 1月至4月，我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50.8
亿元，同比增长92.3%。截至目前，全省共建设县级电商仓储
物流中心 128个、电商服务中心41个、村级电商服务站超过2
万家。

电商下乡，山货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