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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委会附近的荷塘边，小何和我
迎面遇上了从村饭店兴致勃勃走出来
的钟伯。钟伯热情地跟我们打着招呼，
然后打开手里拎着的塑料袋，请我们尝
一尝油炸鱼。

钟 伯 刚 刚 在 村 饭 店 里 参 加 完 喜
宴。按村里的风俗，喜宴没吃完的饭菜
不能浪费，同桌人分着带回家给家人们
分享。

小何，八零后，真名叫何博，是一名
高速交警，在赣州市上犹县社溪镇严湖
村驻村扶贫五个年头了。

小何客气地推辞着，一边帮钟伯把
装油炸鱼的塑料袋重新扎好口，一边叮
嘱钟伯好好晒一晒家里的油茶果。

与钟伯道别后，小何告诉我，钟伯
的两个儿子都在县里工作，前几天他还
和钟伯一起到山上摘油茶果。油茶果
板栗般大小，当地村民又叫“木梓”。钟
伯家的油茶果已经摘完了，堆满半个院
子，就等着晒干了好榨茶油。严湖村的
张家长李家短，东边的喜西边的烦，小
何都了然于心。

说话时的小何，带着略显羞涩的笑
容，这让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
形。

那年五月，严湖村春风拂面，公安
文艺轻骑兵志愿小分队在村委会门口
的文艺广场上，为乡亲们表演歌舞和小
品，欢声笑语在广场旁碧绿的荷叶之间

起伏萦绕。两位年长的村民自告奋勇
登台表演，用二胡和竹箫合奏了一曲

《十送红军》。也许是因为紧张，也可能
是不够熟练，吹箫的老人家半天没吹出
音来，村民们却笑着鼓掌。我注意到舞
台边一位穿警服的小伙子也笑了，他的
笑容有点憨厚，有点害羞。

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他是省公安厅
驻村扶贫干部小何。

小何是上犹本地人，对这里方言
通、情况熟，好几年前，他主动要求到贫
穷落后的严湖村参加扶贫工作。

那时，严湖村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身泥，到处可见危旧土坯房。村里有四
个片区，今天塘角片提出要挖排水沟，
明天坳背片提出道路要硬化。小何和
村干部、其他扶贫干部一一实地评估，
落实项目资金，全程监督施工过程，建
成后和镇上的同志一起验收。

推进难度最大的，是蔬菜大棚和光
伏发电项目。因为涉及土地流转，一些
村民不大理解。虽然田地的土质不好，
水稻的产量不高，有的土地还荒着没人
种，但是大家就是不愿意把土地拿出来
流转，说是担心流着流着，就转到别人
的名下了。

小何每天在村里忙前忙后，和村干
部一起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对想不
通的村民，不仅反复上门，还和他们一
起上山收柴下地种菜，一边讲政策，一

边聊未来，苦口婆心向大家解释：土地
的产权还是农户自己的，企业还会出租
金……

回想起那段工作经历，小何笑着
说，难怪那时候睡眠质量特别好，回到
宿舍，饭也不吃、衣服也不脱，累得倒头
一觉就到天亮。

如今，村里户户通路、旱厕改造、危
房拆旧建新，连山上砍下的柴火都在屋
后码得整整齐齐。五百亩蔬菜大棚、上
万亩油茶基地，还有速生丰产林、生态
养殖、光伏发电，村民的日子一天比一
天红火，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
贫。

村委会门口，一位中年男子吹着欢
快的口哨骑摩托车经过。这是曾经的
贫困户华华。以前他可不是这样，靠几
亩薄田维持生计，整天无精打采。

那一阵子，小何经常往华华家跑，
讲帮扶政策，劝他加入扶贫产业。华华
刚开始半信半疑，后来渐渐尝到了甜
头，干劲一下子上来了。他承包了五亩
鱼塘，还在村集体经济打零工。妻子在
附近的砂场做活，每月也有几千元收
入。以前去他家，华华在家闲着，现在
要找他得提前约，忙得很。

同样忙得很的，还有小何。村民的
件件烦心事，他都挂在心上，然后一件
一件着手解决。

帮这位大爷看看养老金、高龄补贴

是否到位，帮那位大娘看看存折上多了
多少钱，各项补助都一一解释清楚。引
导村民发展产业，和村干部一起帮他们
验收。蔬菜水稻种了多少亩？鸡鸭养
殖达到什么规模？牛有多少头？蜜蜂
多少箱？然后根据政策落实补贴。

小何对我说，自己做的其实都是小
事情。

可这些小事都是村民们的心头事，
村民的心头事那就是大事。

小何和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另外两
名民警，还时常开展“乡间午话”“乡间
夜话”，利用中午和晚上的农闲时间，在
田间地头或村民家里，宣讲扶贫政策，
也聊聊村民家里的大事小情。作为公
安扶贫干部，小何自然不忘向村民宣传
防火防盗防溺水、禁毒禁赌、交通安全
等知识。尤其是网络诈骗花样翻新，村
民们辛辛苦苦鼓起来的钱袋子，可不能
让人给骗了去。

就在不久前，一位村民接到陌生电
话，对方称有法院传票，要他如何如
何。因为之前听过小何宣讲，这位村民
很警觉，立刻向小何反映情况。小何听
完后判定，大概率是诈骗电话，他叮嘱
村民不能上当，短信链接也不要随便
点，陌生电话要注意防范。

调解纠纷也是公安民警的强项。
老周家和老方家是邻居。父母辈时，周
家把交界的一小块地借给方家使用，时

间久了，父母辈都不在了，方家便把那
块地据为己有。就这样两家产生纠纷，
一见面就吹胡子瞪眼，还在房子之间竖
起一堵墙。

小何借鉴办案的经验，千方百计地
寻找证据。他和村干部一起走访村里
的老人和以前的村支书了解情况，顺藤
摸瓜找到了周家买地时的“四邻界址”
和双方当时签的协议。于是，纠纷顺利
化解，中间那堵墙也拆了，两家在调解
下重归于好。

对小何，村民们都很信任。独居的
方奶奶有一阵子没见到小何，就拄着拐
杖到村支书家，问小何警官去哪儿了。
她只怕小何离开严湖村，扶贫的事也跟
着“跑”了。小何听说后，耐心地跟方奶
奶解释：扶贫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无论
派谁来执行，好政策都不会“跑”掉的。
小何说，我也不会走。为了让方奶奶安
心，从那以后，小何跑她家更勤了。还
有一位范奶奶，把小何当儿子看待，到
镇上买个药、买点肉的事都愿意交给小
何去办。
村里有一幢白色小楼，背山面水，上下
两层，里面住着几个五保户。小何时常
要来这里转转，和老人们聊聊天说说
笑，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

正是收油茶果的时节，他最关心的
是乡亲们的油茶果有没有及时收回
来。村里的张大爷刚把油茶果从山上

背下来。那些油茶果用大麻布袋装了
十几袋，堆在客厅里。张大爷老两口合
计着，一担油茶果八九十斤，三担油茶
果剥一担果仁，一担果仁榨十七八斤茶
油，光这一项收成就差不了！

看着张大爷和老伴开心，小何也笑
了，还是那样憨厚羞涩的笑容。

路边的油茶林里，隐约可见有人背
着背篓在摘油茶果。小何一边大声提
醒村民摘果注意安全，一边拨开枝蔓往
山上走。

跟在小何身后的我，惊讶地发现，
山油茶一边落果一边开花，花朵黄蕊白
瓣，在冬季显得分外娇艳。小何说：油
茶从开花到结果要喝四季水，果落花就
开，持续不断地进行营养供给，榨出来
的油也特别香。

我想起之前和小何的对话，问他：
村民们都已经脱贫了，你也在这里干了
五年多了，是不是可以回原单位了？

他一点转场的意思都没有，说：村
里有些工作还要巩固，乡村振兴还有很
多事情要做，暂时是不会走的，驻村工
作还要继续干。

离开严湖村时，回望成片成片的油
茶林，红色的油茶果，白色的油茶花，高
低错落彼此辉映。我用手机随手拍了
几张照片，返程时坐在车上翻看，每一
张的构图和色彩都那么美……

（人民日报）

苹果、大枣、莲菜、核桃，各种土特
产，摊位二三百家，人流大，这里生意很
好……“三门峡周边及郑州、西安那边的
人都跑到村里看白天鹅，我一天做200个
面筋全部卖完，卖的少也有几百块钱。”
河南省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后地
村民王海娇高兴地说，她在春节期间趁
着村子的“天鹅经济”赚足了钞票。

三门峡是全国最大的白天鹅栖息地
和观赏区，而今年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后地村的天鹅数量占到三门峡的
近一半，使得后地村成了游客新的打卡
地。由其引来的“天鹅经济”被当地顺势
借力火了乡村游。

“环境好了，白天鹅来了，才有了眼
前这喜人的情景。”采访中，村民纷纷表
示。“退渔还湿、清理渔船，我们经过生态
修复之后，2019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
就有几十只到百十只天鹅了，今年的时

候最多的时候有 6000只，我们现在站的
地方有4200只。”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三门峡管理处负责人董帅伟向
记者介绍着。后地村一面靠山，三面环
水，湿地修复点东西长6.9公里，面积800
多公顷，2019年以来拆除违章建筑，清理
养殖场，全面恢复湿地生态，为鸟类的栖
息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优良的环境。

后地湿地是黄河湿地保护区三门峡
段重要组成部分，现有面积1万多亩。春
节期间原来的游客三五成群地观看天
鹅，悠闲拍照、游玩、购物，游客多了，后
地村的村民抓住商机，摆摊设点销售农
产品，在沿黄公路外围路边形成了一个
约两公里长的农贸市场。“镇上安排专
人，增加了白天鹅巡护员和湿地管理员，
主要是管理市场车辆停放，摊位摆放，还
有保护白天鹅，让白天鹅和人类和谐共
处。”该村所在的大王镇副镇长孔令华说

到。
春节期间，后地村已成为三门峡及

周边地区旅游的必选之处。仅春节假期
前 3天，就累计接待游客超 3万余人次，
摊位近500个，销售大枣、核桃、蜂蜜等特
色农副产品及小吃，累计销售额达 1000
万元以上，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
的双赢。

借乡村振兴的东风，村里还大胆想
象，建空中连廊客栈，生态环境和经济两
手都要抓，鱼和熊掌兼而得之，共同致富
奔小康。该村党委书记樊国正表示：“今
年要把老百姓屋上的空闲地方，用租金
租下来，荒废的院落也用租金租下来，全
部开发成空中连廊客栈，600户人都建成
连廊客栈，家家户户都受益，后地村的生
活更加美好，借着‘天鹅经济’犇向乡村
振兴。”

（经济日报）

“一只大鸟真古怪，有翅不飞跑得
快，遇到危险藏脑袋，屁股留在沙堆
外。”这种原产于非洲的呆萌鸵鸟通常
只能在动物园看到，但在辽宁省阜新市
天园鸵鸟养殖基地，有数百只鸵鸟已完
全适应当地的气候。当冬季来临，这里
的鸵鸟需要为越冬储存脂肪，气温越
低，鸵鸟的脂肪就越厚，鸵鸟油的产量
也会随之变大，质量也更上乘。据基地
创始人阮雪山介绍，天园鸵鸟油很受生
产商青睐，与长三角地区乃至韩国的公
司都签订了协议。

经过多年摸索，天园鸵鸟养殖基地
目前育有鸵鸟近 300只，并开发出了鸵
鸟肉酱、鸵鸟皮革品、鸵鸟毛掸子、鸵鸟
蛋雕等系列深加工产品，市场面向全
国。其中销量最好的当属具有治疗无
菌性炎症和疏通经络等功效的鸵鸟油。

阮雪山与鸵鸟的缘分始于 2012年，
他此前从事五金行业，在阜新小有成
就。从一位同行那里，他了解到鸵鸟身
上蕴含的“宝藏”，便与朋友共同创办了
基地养殖鸵鸟。

鸵鸟养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前 3

年的时间里，阮雪山都是在摸索中前
行。

养鸵鸟的第一个难题是种鸟的饲
喂。一开始基地用玉米秸秆喂食，结果
导致 100 只种鸟几乎全部死亡。原来
非洲鸵鸟是单胃草食禽类，没有牙齿和
嗉囊，消化道和家禽不一样，也完全不
同于反刍动物和非反刍动物，一旦进食
不可消化的饲料，就可能因胃阻塞而死
亡。阮雪山意识到饲料的选择必须过
关，他又陆续引进了 700 只种鸟，分别
用牛、猪、鸡的饲料做了很多试验。然
而由于饲料中的营养比例不均衡，鸵鸟
的死亡率一度达到 90％。

难题还不止这一个，打击接踵而
来。

由于缺乏消毒、照蛋、翻蛋的经验，
鸵鸟蛋破损、爆炸、蛋舱污染等原因导
致了一批又一批鸵鸟蛋孵化失败，孵化
存活率不足 10％。

阮雪山最初投资的 400万元几乎都
打了水漂。资金周转困难，他和两个合
作伙伴愁得睡不着觉，“我们三个人轮
流着打退堂鼓，但是又轮流着互相鼓

劲，你劝我，我劝他。已经付出这么多
了，也只能坚持走下去”。

2014年，阮雪山在市科技局的帮助
下联系到了沈阳农业大学畜牧学院，由
此出现转机。研究员对死亡的鸵鸟进
行解剖研究，分析死因，对症下药。经
过技术改进，鸵鸟的孵化率高达 93％，
雏鸟成活率达 85％以上，阮雪山开发的
鸵鸟饲料也成功申请了专利。

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如今，以养殖
基地为核心，阮雪山成立了合作社，以

“基地+饲养点+农户”的模式向有志于
脱贫致富的乡亲们推广鸵鸟养殖技术，
并与他们签订最低保护价收购合同，解
决农民养殖鸵鸟后的销售问题。

基地养殖的成年鸵鸟有两米多高，
体重达 300多斤，目前鸵鸟肉市场价每
斤在 45元左右；一枚鸵鸟蛋可以卖 200
元，一只鸵鸟全年按产蛋 50枚算，产值
就达 1 万元。这也是阮雪山大力向周
边农户推广鸵鸟养殖的原因。

鸵鸟养殖在当地的认可度是逐渐
积累起来的，阮雪山耐心向农户科普介
绍，免费开放养殖基地，为当地的中小

学提供科学实践活动场地，给参与合作
社的农户提前分红，为鸵鸟上保险，并
承诺一切风险由公司承担。

阮雪山记得第一家签订协议的农
户来自阜新市大板镇，“听完我的介绍
后他说他本来没多大兴趣，但出于信任
我所以愿意一试。也是这个农户在后
来的养殖户比拼上拿到了冠军。只要
农 户 愿 意 跟 着 我 干 ，我 一 定 毫 无 保
留”。目前阮雪山与阜新市 480余家农
户达成合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和外出务工人员回乡一起养鸵鸟。

让阮雪山坚定不移地搞鸵鸟养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据他介绍，鸵鸟的
角膜具有相当良好的透光率，如果能够
移植到人身上，那将可能为因角膜问题
而失明的盲人带来复明的希望。早在
2002年，上海某大学针对鸵鸟人工生物
角膜技术就已进行了相关研究。尽管
研究并未正式应用于人体，但他相信鸵
鸟带来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鸵鸟养殖
有着光明的前景。2019年 7月，鸵鸟人
工生物角膜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安市一
家医院举行，得知了消息的阮雪山与项

目负责人联系，“合作如果能谈成，那我
的鸵鸟将有可能给更多人带来光明”。

阮雪山下一步的打算是进行融资
扩大生产，计划在 3-5年内将分厂开遍
辽宁各市，同时推动鸵鸟干细胞和眼角
膜技术研发并投入生产。

天园鸵鸟基地摸爬滚打的探索阶

段已经过去，如今年收益可达 300 万
元。2020年辽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
天园鸵鸟项目获得一等奖，“这说明我
们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当然也只踏出
了一小步，未来还要继续努力”，阮雪山
说。

（中国青年报）

油茶香飘严湖村

河南三门峡河南三门峡：：““天鹅经济天鹅经济””火了乡村游火了乡村游

阮雪山：让非洲鸵鸟在冰天雪地下“金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