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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阳光朗照在宽阔平展的塬面上，也照在成
片成片的高粱地里。高粱秆枯黄了，高粱穗干透了，看
着收割机在高粱地里作业，秸秆碎粉还田，高粱粒粒归
仓，农民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这是汾西县对竹镇界头村一座山上的塬面，此处
地势开阔，地面平坦，有着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
特点，正是种植高粱的好地方。近年来，在国家税务总
局临汾市税务局驻村帮扶工作队、村“两委”干部的带
领下，在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和技术人员的支持
下，界头村形成了上千亩的高粱种植产业，受到周边
县、市及外地客商的关注和青睐。

“立冬之后，是高粱收获的最佳时节。”界头村原党
支部书记、高粱种植带头人柏林保介绍，“我们村在市
税务局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从 2019年开始发展高粱
产业，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增长到 1080亩。高粱抗旱

性强、售价比玉米高等特点吸引了很多人种植。”
界头村位于对竹镇东北部，全村有沟坝地350亩、垣

地1230亩，土质肥沃，特别适合农业生产。2019年，界头
村种植高粱 280亩，这年天气大旱，当地玉米亩产不足
200公斤，高粱亩产则达到425公斤。

柏林保介绍，2019年界头村的红高粱还亮相“中
国·汾西第二届核桃节暨消费扶贫农产品展销会”，引
起了外地客商的关注，并签订了总金额达 3600 余万
元的种植产品采购意向书，引起了极大关注。

“为了调动农民种植高粱的积极性，提高大家收
入，对竹镇党委、政府在界头村召开了首届对竹镇红高
粱丰收节界头村现场观摩会、对竹镇招商引资会、红高
粱基地考察座谈会，吸引了来自浙江等地客商前来考
察。”市税务局驻村工作队队长郭顺庆介绍。

连续三年，界头村的高粱种植面积不断增加，从

2019年的 280亩增加到今年的 1080亩。同时，还带动
了下柳、刘家庄、柏苍、东原等周边村村民种植高粱。

“2020年，高粱获得了大丰收，亩产在 650公斤至
750 公斤之间。今年前半年天气干旱，后半年阴雨连
绵，虽然受到影响，但亩产依然可以达到 550 公斤左
右。”汾西县新鑫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孟全明介
绍，“今年1公斤高粱可以卖到4元，一亩地平均可收入
2200元左右。”

如何解决高粱出售问题？如何让高粱产业带动
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在界头村的高粱产业发展过程
中，汾西县新鑫源种植专业合作社、汾西县兴农农产
品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每年种高粱之前，我们合作社就与农户签订了收
购协议，以不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对农户种植的高粱进
行全部收购，解决了农户出售价格低、出售难的问题。”
孟全明介绍，“我自己还种了 100余亩高粱。有人带头
种，就有人带头销，种植不愁销，极大地调动了农户的
种植积极性。”

在种植过程中，合作社发挥自身优势，坚持统一管
理模式，聘请山西省农作物研究所教授何勇培训社员
如何种植“红高粱”，提高了种植户的合作意识、经营意
识和技术管理水平。在种植方面，实行“四统一分”，即

“统一提供红高粱优质种子，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种
植技术管理、分户种植，统一保护价收购、加工、销售”
的模式，提高了种植效益，带动了界头村50余家农户增
收致富。

“从高粱产业的考察到种植和发展，倾注着上一任
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郭顺庆的心血，作为去年五月到
任的村第一书记，我担负着稳固和发展好这一利民增
收产业的重任。”界头村第一书记郝汾波介绍，“目前，
界头村在合作社的带领下，购置了石磨加工设备，研发
了油茶、醋、蒸饭、面粉、油糕等系列高粱产品，不仅延
伸了产业链，增加了种植效益，而且带动了更多群众增
收致富。”

本报讯 近日，山西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研究院教师、省作协会员王承吉的
诗歌集《别挡住我的阳光》由花山文艺
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写于乡村、书写
乡村的诗集，一经出版就受到我市文坛
的关注与好评。

王承吉是洪洞县山目乡安头村人，
《别挡住我的阳光》收录诗歌 228首，共
计 10 万余字。诗集所录诗歌大多写于
他故乡的山村，时间跨度从 2017年 8月
至 2021年 1月。此前，他曾出版诗集《精
神的单间》和散文集《故乡，灵魂存放的
地方》，内容均与故乡有关。

诗集所录诗歌，与作者在乡村的生
活、劳作、读书、往事、旧物、走亲访友
等有关。其中以山命名的诗歌居多，如

《深冬的山村》《山村老人》《在山之巅》
《山村夏夜》等，以读后感写作的诗歌有
《读余华的<活着>》《读<人类群星闪耀
时>》《木雕<吕洞宾>》《读<沙乡年鉴>》
等，以乡村劳作为内容的诗歌有《菜园
记》《看见我家的核桃树了》《在酷暑的
季节里挖土》等。

王承吉以独特的视角看自己的故
乡、写自己的故乡，故乡是他创作的动
力和源泉。他用文字记录平凡、简单的
乡村生活，寻常事物，日常劳作或旧物
往事。他在《冬日的暖阳》中写道，“冬
日的阳光也有些温暖/穿着棉衣的老
太/坐在门外的木墩上/右手举着剪刀/
左手的指尖/沿着剪刃滚动……”在《寻
找春天》中写道，“尽管雪花飞舞/那几
只野鸭/还是唤醒了冰河/木筏被撬动
了，河边芦苇/累得东倒西歪……”

王承吉把乡村平凡、简单生活，酝
酿成了散发着文学气息和温暖感人的
文字，给人以哲理和沉思。如《摘花椒

记》，“我紧握剪刀的手，穿梭于长满利刺的枝丫间/这些本
来燃烧在树梢里的火苗/瞬间，又在地上，一簇簇燃起……
这些年，我不止一次想起/它的麻醉之事/但我一直麻醉肉
体，而没想到/要麻醉灵魂。”

“90岁的父亲习惯在乡下生活，为了看望他，我总在周
日或者寒暑假回到乡下，挑水、做饭、打扫卫生，给父亲理
发，与父亲一起享受乡下的时光。”王承吉介绍，“故乡给了
我无限的灵感，一回到故乡，我就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记录下来并汇集成册，写成了这本诗集。” （本报记者）

“现在进行队形表演，各位
飞手按照我们前期培训，排成

‘W’形……”
11 月 19 日上午，在襄汾县

邓庄镇燕村的一片广阔田野里，
10 名飞手操作着手中的遥控
器，熟练地操控无人植保机飞上
麦田上空，按照操作口令，他们
排成“W”“V”等队形，赢得了现
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飞行到离地面 5 米的距
离，开启喷洒。”“关闭喷洒后，以
3米/秒的速度返回。”“飞行到离
地面 70米的距离，开启喷洒，缓
慢返回。”……

这正是无人机植保飞防现
场演练，20 名飞手参加了由市
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组织的为期
两天的培训，系统学习了无人机
植保飞防的知识技能。

他们飞行演练操作的是崭
新的无人植保机，此次我市共集
中购置无人植保机 10台，通过
集中采购，每台无人植保机可节
省资金2000元至4000元。

参加培训的飞手为各县（市、
区）的种植大户、种植专业合作社
成员等。技术人员就操作流程、飞
行速度、飞行距离、用药规范、安
全规范、无人机冬季保养等内容进行了技
术指导，并为农机手们颁发了无人植保操

作证书。
当天，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

在襄汾县邓庄镇燕村组织开展
了无人植保机集中采购发放仪
式暨无人机植保飞防现场培训，
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相关技术人
员、相关县（市、区）农机工作人
员、合作社代表等70余人参加活
动。

“我家种了 500 多亩地，通
过无人植保机进行农药喷洒，不
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节省了
大量人力和时间。”来自霍州市
的种植大户张伟鹏介绍，“经过
培训和考核，我领到了无人植保
操作证书，今后在完成自己农田
农药喷洒的同时，还可以外出作
业，增加劳动收入。”

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负责
人介绍，此次活动搭建了农户
与无人机商家互惠互利的平
台，通过集中采购无人机可以
为农户节省购买资金，降低农
业生产投入成本；成立的无人
机 植 保 联 盟 ，打 通 了 沟 通 壁
垒，农机手可以通过联盟微信
群，实现问题共讨、技术共用、
经验共享、业务共做等便利，
帮 助 农 户 致 富 创 业 、增 产 增

收，为助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现代化
步伐贡献力量。

黄 土 塬 上 高 粱 香
本报记者 张春茂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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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走进种粮大户张德刚
家的大院，此起彼伏的羊叫声“扑面而
来”。田里该收的全收了，该种的按时
种了，农闲的日子他把所有心思都放
到了养羊上来。

“2013年开始承包土地种庄稼，同
时也买了 200余只羊开始搞养殖，如今
发展到了近 2000只羊。”谈到自家的羊
群张德刚乐得合不拢嘴，“土地一年种两
茬，收了玉米种小麦，麦秆和玉米秸秆可
以喂羊，多余的还可以卖给养殖户，养羊
积攒的羊粪是上等的有机肥料，施到地
里可以增加土地有机质，改良土壤，助力
庄稼生长，通过种植和养殖形成了生态
循环。”

张德刚是曲沃县东兴源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合作社有农机 30余台、农
机手20余人。他还是当地有名的种粮大
户，种植面积 3200余亩，这些土地涉及
闻喜庄村、容裕村、吉祥村、义城村等村
庄。

“我原来在南方跟朋友合伙经营一
家公司，后来年纪大了就选择了回乡创
业。”张德刚介绍，“经过认真思考后我选
择了自己喜欢的农业，但是由于原来农
业基础设施较差，浇水不便曾让我非常
头疼。”

为了发展好种植业，张德刚购置了
各类种地所需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机械，
提高农业生产中种植和收获效率，但是
农田灌溉不便则让他吃尽了苦头。

“天旱浇不上水，眼睁睁看着许多禾
苗在田里干枯了，却是干着急没办法，承
包的土地多了，一亩损失几百块钱不算

多，但上千亩地的损失可不是个小数
字。”张德刚说，“我一直关注国家出台有
关农业方面的政策，我也相信农业项目
一定大有可为，高标准农田建设让我看
到了农业项目的广阔天地。”

曲沃县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覆盖了张德刚承包的土地，田间路通了，
灌溉方便了，他不再担心因天旱浇不上
水而出现的减产、绝收的现象了。

为了方便养羊，张德刚修建了两个
储存饲料的大水泥池，负责收集饲料的
是合作社的农机手们。他们驾驶的玉米
联合收获机，一边收获金黄的玉米，一边
可将玉米秸秆粉碎并收集到存储仓内，
随后经过装车，运到水泥发酵池，3200
余亩土地为张德刚发展养殖提供了充足
的饲料。

“刚开始养羊时没有经验，由于饲养
管理不到位，经常出现病亡现象。后来，
我们采取了防疫措施，聘请畜牧专家进
行实地指导，养殖规模快速扩展。”张德
刚介绍，“如今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种植带
来了便利条件，也带动了养殖业的健康
发展。”

在种粮、养羊的同时，张德刚还种植
了西梅、无花果、红薯等经济作物，需要
雇佣许多劳动力，由此，张德刚不仅实现
了自己的绿色循环经济梦想，还带动了
不少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冬日的山风刺骨，在汾西县勍香镇西村的
一片田地里，却是你来我往、笑声朗朗的另一番
景象，他们穿着红马甲，掰玉米、装袋子，用背
驮、用肩扛，帮助村民收玉米。

这天是 11月 20日，穿红马甲的队伍共有
20 余人，他们是国网汾西县供电公司的干部
职工。自 11月份以来，该公司积极响应汾西县
委、县政府号召，结合当地实际，积极开展“帮

秋收、减损失”专项行动。
“十几亩玉米在地里收不回来，家里劳动力

又不够，心里特别发愁。”西村村民郭林贵说，“路
远，地块儿分散，部分田间路被雨水冲毁了，出入
不方便，收起来很困难。”

郭林贵家有3口人，共有土地16亩，由于前
期的雨情，许多玉米还未收回来。在西村跟郭林
贵情况一样的还有其他一些村民。国网汾西县
供电公司通过积极对接西村“两委”，了解到郭
林贵家的情况后，立即组织公司太行黎明共产
党员服务队和公司驻西村的帮扶人员，临时成
立“抢收突击队”，划定责任区、明确帮收任务、
列出时间表，全力抢时助收。

在帮群众收玉米的同时，该公司党员干部
积极宣讲中央、省、市、县党代会精神，宣讲有关
灾后重建工作的部署要求，激励群众坚定抗灾
复产的信心。

“多亏了供电公司员工帮忙，不然我家的玉
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来，真是太感谢
了！”郭林贵看着一堆堆金灿灿的玉米高兴地说。

当天，国网汾西县供电公司共计抢收玉米
5.5亩，抢收粮食2500余公斤。

“我们将根据西村实际，积极发动党员干
部，继续充分利用节假日时间，帮助村民收获
玉米。”该公司经理李刚介绍，“下一步，我们还
将持续加大帮扶力度，确保村民家的玉米颗粒
归仓。”

“司法救助解贫困，人民检察为人
民”，这是近日大宁县太德乡上乌落村村
民贺宏娟和父亲，送给大宁县人民检察
院锦旗上的文字。

“感谢检察院领导，感谢检察官，感
谢国家的司法救助政策，感谢好心人对
我们一家人的关怀和帮助。”贺宏娟激动
地说。

贺宏娟没有固定工作，独自抚养一
个未成年女儿，家庭生活非常贫困。2020
年 8月 25日，贺宏娟驾驶电动车与一辆
重型自卸货车相撞，造成身体多处受伤，
这使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经鉴定
贺宏娟伤情为：人体表皮肤损伤伤残等
级评定为九级，左膝关节损伤伤残等级
评定为九级。

在接到申请人的救助申请后，大宁
县人民检察院积极走访、查看贺宏娟家
庭的情况，面对面交流谈心，详细查看治
疗病历，走访周围邻居核实家庭情况，确
定了贺宏娟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并迅速
启动了国家司法救助程序，落实司法救
助金的拨付，最终决定向贺宏娟一次性
救助 25000元，并鼓励她要重新树立信
心，战胜疾病，为孩子们做好榜样。

今年以来，大宁县检察院共办理 5
起司法救助案件，对 9人进行了司法救
助，发放司法救助金 5.1万元，努力做到
让司法救助款真正既救急又救贫，切实
防止因案返贫、因案致贫，充分彰显了检
察温情，让这个冬天不再寒冷。

本报记者

“ 循 环 经 济 ”硕 果 丰

“突击队”田中忙抢收
本报记者 张春茂 文/图

司法救助暖民心

蒲县克城镇夏柏村是一个土地贫瘠的穷
山村，这里却走出了一位心灵手巧的剪纸、草
编文化传承人，她就是亢俊翠。

现年65岁的亢俊翠是临汾市剪纸协会理
事、蒲县剪纸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克城镇剪纸
协会主席、蒲县高校民间手工艺联盟指导老
师、蒲县草编创始人。她自幼酷爱剪纸，从事剪
纸事业四十余年，经常为亲朋好友剪喜庆花、
蒸花馍、刺绣鞋垫花、枕头花等，将现实生活中
的风情习俗融入剪纸作品中。

亢俊翠不满足于剪纸工艺现状，经过认真
细致地探索，终于研究出一套用玉米叶做草编
的新型方案。方案有了，说干就干，她精心编织
出一幅幅草编新样品。

“创业是苦心经营的开端，为民服务才是
最终目的。”亢俊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如何才能将自己研发创造的草编新产品
发展下去？亢俊翠走门串户，与村里的妇女
同志促膝谈心，共同商量如何发展和壮大草
编队伍。起初，有些妇女担心编织既误工，又
耽搁干活，更害怕编织出来的产品销不出
去、挣不了钱。面对这一现状，亢俊翠坚信草
编产品有出路，草编创业前景一定会很好，
她决心用实际行动打消大家的顾虑，千方百
计将草编产品销售了出去。看到草编产品有

销路，村里许多妇女都决心跟着她一起干。
“群雁高飞头雁领”，亢俊翠先后开展了

免费培训剪纸、布艺、草编 30多次。之后，她
又在 2019年 9月建立起创业大院，当年创收
28000余元，起初仅有 20人参加，后来逐步增
加到 60余人。作为创业带头人，亢俊翠还注
册成立了蒲县克城镇俊翠草编剪纸艺术店，
50厘米的草编每个销售 150元，每人年收入
达 10000 余元，60 人创收 60 多万元，进一步
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为全村发展草编产业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致富莫忘党恩，为民不计回报。”四十
余年来，她创作了百余幅独具一格的剪纸精
致作品。2009年，亢俊翠创作的剪纸作品《好
日子》被编入《蒲县文化艺术作品集》一书
中；2010 年，荣获“蒲县十大剪纸艺术家”的
光荣称号；2011年，剪纸作品《万事如意》《共

创家园》获得了全国剪纸展览优秀奖；2012
年，她为蒲县妇联创作的剪纸作品《廉洁之
花常开心间》、为蒲县国税局创作的剪纸作
品《廉洁警钟长鸣》赢得了书画界同仁和各
级领导的高度赞誉；2013年 6月，在临汾市剪
纸艺术家协会举办的“剪纸艺术进校园”活
动中，她创作的剪纸作品《镇宅龟蛇》和《龙
凤呈祥福满门》荣获一等奖；2014年，亢俊翠
又创作了长达 6米的剪纸作品《蒲县五龙洞
的传说》，其构图新颖、剪技独特，常年在蒲
县文化宫展销，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2015
年，荣获临汾市“最美家庭”和“最美平阳花”
的光荣称号；2016年，被蒲县妇联评为“创业
明星”；2017 年，荣获“临汾市第一届草编创
意大赛最佳创意奖”；2018 年，荣获临汾市

“草编作品一等奖”；2021年 9月，在临汾市庆
祝建党 100 周年乡土文化能人大赛中获得

“最佳展示奖”。
“花红还需浇灌人”。多年来，在亢俊翠的

创业历程中，她积累了丰富经验，提升了理论
高度。她还利用各种机会外出学习，参加省、
市、县组织的各种培训，各项创业技艺得到了
不断提高。

亢俊翠始终心怀家乡，始终牵挂着家乡
的父老乡亲。为了把剪纸艺术和草编技能
继续传承和发展下去，她手把手地指导学
员，以一颗赤诚的心去对待每一位求学者。
在教剪纸与草编的过程中，她从不厌烦，也
从不叫苦叫累，一心带动和帮助当地妇女
增收致富。

致 富 创 业 带 头 人
——记蒲县剪纸、草编文化传承人亢俊翠

本报通讯员 甄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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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曲沃县认真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突出发展“智慧农业”，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

技术和关键设备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助力群众增产增收。图为

日前工作人员正在对智能监测设备进行检修。 本报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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