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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
开放率先带动了东南沿海经济起
飞。随着这些城市用工需求量大
增， 一 场 从 农 村 到 城 市 转 移 的
“打工潮”兴起。菏泽市牡丹区
安兴镇就是那时崛起的农民工输
出大镇，当时全镇五万人有两万
多人常年外出务工。如今，这个务
工大镇正在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
在外务工人员选择回乡创业、回乡
兴业，成为推动当地乡村振兴的中
坚力量。

从“雁南飞”到“凤归巢”，
“返乡创业”不仅让更多农民实现
了家门口就业、致富，也为当地经
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0月27日，记者走进安兴镇返

乡创业园高峰电机有限公司，数十
名年轻人正在现代化的办公环境下
工作。“以前在外打工一个月工资
3500块钱，如今在家门口干一个月
也能挣3000块钱，收入差距不大，
当然愿意在家门口干。”正在安装
风机的安兴镇安兴集村村民杨玉宝
告诉记者，以前家乡工厂少，年轻
人大都外出打工，现在家乡的企业
都发展起来了，谁还愿意再出去打
工啊！

在高峰电机总经理刘卫猛看
来，回到家乡确实好。“返乡创
业，一方面我就是安兴人，有反哺
家乡的想法，另一方面家乡扶持创
业的优惠政策也吸引了我。”刘卫
猛告诉记者，比如在用地成本上就

比青岛要便宜许多，加上安兴人才
回引政策的大力支持，让公司也获
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2015年，刘
卫猛带着团队回到家乡，投资6800

万元将电机厂迁入了安兴镇返乡创
业园，当年就实现产值2亿元，利
税2200万元。

“我镇出台了系列鼓励支持返
乡人员创业就业的政策，对入驻园
区的项目实行补贴，无偿提供办公
设备、信息网络、水电、务工培训
等，并实行贴息贷款等措施加大扶
持力度，让返乡人员创业有条件、
就业有岗位，真正实现回得来、留
得住、发展得好。”据安兴镇党委
书记常亮介绍，2016年初，安兴镇
群众创办的115个企业，有105个在

外地；本地银行存款超过6 . 5亿元，
贷款仅7000万元。针对“人才在外
面，项目在外地，积蓄在银行”的
现状，该镇党委、政府决定，要
“把人才拉回来，把项目迁回来，
让存款活起来”，把“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纳入全镇发展规划。

昔日雁南飞，今日凤归巢。安
兴镇宋河村大学生李芬，放弃在大
城市发展，返乡创办了云履布鞋
厂，目前已带动就业600余人；任楼
村村民华国信，放弃“外企”工
作，返乡创办了金泓电子厂，带动
就业400余人；任楼村村民李雪华原
在苏州万丽织造有限公司工作，他
积极牵线搭桥招引企业前来安兴镇
投资发展，经过安兴镇主要负责人

的6次登门拜访和座谈，最终促成
万成服饰落户安兴，目前该企业常
年安置当地务工人员1000人左右，
年上交税金600多万元，工人的月最
高工资已突破9000元；田楼村村民
田绪振，投资1 . 1亿元，将在北京的
创意模型厂迁回家乡，目前年实现
利 税 8 0 0 万元， 安 排 就 业 1 5 0 余
人……

如今，返乡创业在安兴渐成燎
原之势，一家家企业蓬勃兴起，富
裕了农民，壮大了镇域实力。截至
目前，全镇已落地建设企业23家，
去年实现总产值7亿元，预计今年
总产值将近10亿元。“归雁经济”
已经成为该镇经济发展、产业兴
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昔日雁南飞 今日凤归巢

安兴镇万余名农民工返乡创业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郜玉华 田征

养了四年鱼，今年张棚收获颇
丰。11月1日，茌平县韩屯镇北街村
北的一处池塘边，张棚笑得合不拢
嘴，原来今年他养鱼的纯收入将达
6万多元。

2015年，北街村北头一个废弃
多年的水塘引起了张棚的兴趣。
“春秋两季水塘干涸、杂草丛生，
夏天雨季水塘里存满了雨水，水里
也有一些青蛙和小鱼。水塘虽然废
弃 ， 但 是 水 质 不 错 ， 养 鱼 没 问
题。”张棚说，当年他就和家人商
量把池塘包了下来。然后他花6000

元钱雇来挖掘机，对水塘进行了挖
深拓宽整理，形成了如今三亩大小
的养鱼池塘。

“在鱼种投放的前几天，我将
池塘水加到20厘米深，每亩施生石
灰200公斤清塘消毒，预防鱼病。”

张棚说，鱼种下塘前，他还设置了
排水道，用以清除池塘过多的淤
泥。在整修好的水塘里，张棚投放
了鲢鱼、鲤鱼、草鱼三类鱼苗，经
过三四年喂养，如今每亩水塘能收
获1300多斤鱼。

养鱼这几年，张棚总结出不少
经验。“鱼塘施肥必须注意水质情
况。”张棚说，他的方法就是看水
色和透明度。“肥度适当的池水，
水色呈豆绿色或茶褐色，透明度是
25-40厘米；水清爽，肥而不浊，达

到‘肥、活、嫩、爽’即是好水，
尽量不要施肥。”张棚说，鱼苗投
放后，施基肥每亩水面应施经过发
酵的人、畜、禽混合肥1000公斤至
1 5 0 0公斤，以培养大量的浮游生
物，供鱼摄食。

为了给鱼送去新鲜水质和空
气，张棚每季还进行抽水补水循
环。他不仅花1100元在水塘边上装
了抽水泵，抽出部分旧水；还花了
800元安装了塑料引水管，把黄河水
引进来补充抽走的水。“一旦发现

少量鱼露白露头呼吸等现象，就得
投喂一些韭菜、大蒜、洋葱、野紫
苏、苦菜子、青草等，均可预防和
治疗鱼类肠炎、烂鳃及寄生虫等鱼
病。”张棚说，在喂养上，还要讲
究绿色。“根据鲢鱼、鲤鱼、草鱼3

种鱼的生理、生活需要，采用麦麸、
米糠、豆饼面粉、酒糟、矿物质、维生
素和鱼药，制成配(混)合饲料投喂，
提高饲养的效率。“每年每亩大约投
喂1500公斤。”为了养好鱼，他还专门
拿出半亩地种了黑麦草、苏丹草、

青草，“这些主要喂养鲤鱼、草
鱼，每天喂2-3次。”另外，他还
土法制作了豆饼、豆腐渣等营养饲
料，隔三差五就投放到水里，鱼儿
长得又快又肥。

“以防为主，积极治疗，无病
早防，有病早治”，这是张棚养鱼
总结出的原则。“高温期每隔半个
月，每亩再用生石灰10公斤或90%

晶体敌百虫250-350克，调浆泼洒；
同时在鱼类的浮性饵料台上垂挂漂
白粉或硫酸铜、硫酸亚铁药篓，进
行食场消毒。草鱼肠炎病流行季
节，每100公斤草鱼用0 . 5公斤大蒜
头与饵料混合投喂，连喂3-6天，
预防草鱼肠炎病。”张棚说，几招
下来，水塘里的鱼一会儿就活蹦乱
跳。“现在，我的鱼已经成了附近
鱼贩的抢手货。”

张棚：三亩鱼塘，年入六万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王先明 任延晓

深秋时节，邹城市中心店镇的
草莓大棚内热火朝天。

“大棚种植受天气的影响不
大 ， 第 一 批 草 莓 将 会 于 年 底 上
市。”今年20多个高标准大棚带来
60多万元的收入，让邹城市中心店
镇草莓种植大户孔德金信心更足
了。他说：“村里种植草莓已经有
20多年的历史了，从来没有今天这
样的好局面，这都是赶上了国家对
农业发展的好政策！”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发展的
“金钥匙”。今年中心店镇结合产
业发展实际，提出在做精做活果蔬

种植文章的基础上，引导产业向科
学化、生态化方向发展，加速实现
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作为全国十大食用菌生产基地
市，今年，邹城市响亮提出打造
“中国食用菌第一市(县)”目标，
启动实施了食用菌全产业链升级计
划，全力推动产业化项目建设。

山东友和菌业有限公司经理李
娟介绍，其公司申报的“友和庄园牌
金针菇”已经成功入选山东省第三
批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名录，
规划建设中的蘑菇小镇将打造集生
产销售、旅游观光、生态体验、养生
度假为一体的特色小镇。项目完成
后，不仅能壮大友和的品牌影响力，

还能够解决近5000人的就业问题。
当前，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

入，品牌农业已成为现代农业新的
增长点。今年，邹城市在“大学
习、大调研、大改进”工作中，确
定了“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工作思路，将品牌农业建设作为现
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大力实施

农产品品牌培育工程、农产品整体
品牌形象塑造工程、品牌农产品营
销工程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工
程，通过建立标准化生产、产业化
运营、品牌化营销的现代农业新体
系，实现由农业生产大市向农业品
牌强市的转变。

“积极推动邹城蘑菇、草莓、核
桃、大樱桃、土豆等特色农业品牌，
推动社会资本参与品牌开发创建，
着力培育一批在全国立得住、叫得
响、卖得好、传得广的邹城农产品品
牌，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产业基
础。”邹城市农业局局长冯强说。

邹城：打造产业振兴的乡村“特色品牌”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张长青 郑莹莹

深秋时节，记者走进有着“中
国葫芦第一村”美誉的堂邑镇路庄
村，随处可见葫芦的踪影：院墙上
爬满了葫芦，大街小巷挂满了葫
芦，农家院里更是葫芦成堆。俨然
进入一个葫芦的世界。

地处“江北水城”聊城市东昌
府区的路庄村，依靠文化创新，把
传统中国优秀文化与葫芦相结合，
打造出别具自身优势的葫芦烙雕文
化，把工艺葫芦销往全球多个国
家。

农民变身创作人

文化葫芦身价增

“堂邑葫芦”雕刻这门传统技

艺得以传承至今，有一个人功不可
没。这个人就是“堂邑葫芦”工艺
第六代传人、路庄村村民郝洪燃。
今年53岁的农民郝洪燃是当地葫芦
加工大户，从事葫芦工艺品加工已
有32个年头。

10月23日，记者来到郝洪燃的
葫芦加工厂，只见十几名农村妇女
正拿着烙铁在烙画葫芦，不一会一
幅幅栩栩如生的八仙过海、寿星、
观音送子图便跃然葫芦上，这些烙
画葫芦的妇女，正是经过培训的文
化农民。

“大多数图案都是中国人比较
喜欢的吉祥物或是取自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等传统素材，着重体现丰

富多彩的中华元素。”郝洪燃介
绍，有中国的文化特色葫芦工艺品
深受外国客户的青睐。

“昨天沙特的一个客商，通过
一家宁波的外贸物流公司订购了我
们28万件工艺葫芦，其中24万件是
12生肖工艺葫芦，4万件是草帽娃娃
工艺葫芦。”郝洪燃高兴地说。

交谈中，郝洪燃告诉记者，路
庄村的葫芦除了一小部分是本村村
民自己种植外，90%白皮葫芦都是
从全国各地买回来的，然后再进行
加工后销售至全国或出口。

路庄村村民周冬梅家里今年种
植了3亩葫芦，10月之前就已经被本
村加工商收购完，能说会道的她一

算账，每亩地收入超过9000元。现
在到了农闲季节，作为娴熟技术工
她来到郝洪燃的工厂打工，每天保
底有100元的收入。

在路庄村村民于凤刚的福禄缘
葫芦销售中心，他告诉记者，“白
皮葫芦如果不经过加工雕刻就是普
通的农产品，在当地农村集市上也
就卖几毛钱一个，但是通过雕刻、
烙烫、彩绘、勒扎等手法创作成工
艺品后，至少能卖200元。”2008年
他创造出独特的五环葫芦，被奥组
委以2 . 7万元收藏。

“村里每年都会邀请专家、教
授来村里讲课，和咱讲讲种植和雕
刻的新技术或者是市场新行情，如

今我们村越来越多的人都成为了有
文化的创作型农民。”于凤刚说。

坐在家里卖葫芦

村里多是“葫芦二代”

郝春侠是路庄村第一批买电脑
的人，那一年是2004年。如今距离
他开的第一个淘宝店铺已经过去14

个年头，轩宁葫芦也成了淘宝葫芦
金字招聘。他的生意95%以上都是
在网上交易，去年郝春侠的营业额
突破了200万。

郝春侠介绍，现在村里像他这样
搞电商卖葫芦的大概有300多户，都是
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从上一辈继承
了这门手艺，成了“葫芦二代”。

记者了解到，现如今的路庄村
处处都是葫芦加工户，家家都有展
台。以路西村为中心的千亩葫芦种
植基地，辐射20多个村庄，种植总面
积达3000多亩。家家种葫芦、户户搞
加工，使葫芦种植、加工、销售形成
产业，从业群众达1000多人，年加工
葫芦2500万个，年收入过亿元。

从买全国到卖全球

靠文化创新，路庄村的“宝葫芦”走向世界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祝超群 通讯员 王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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