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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湖生态农业园已投入
1200万元，目前初具规模……”7月
11日，远赴河南处理房地产业务的
通山南山湖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刚，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走进通山县燕厦乡北冲村的南
山湖生态农业园，映入眼帘的是千亩
连片的绿化苗木和果园，丹桂、金丝
楠木已长大成林，红心石榴、杨梅开
始挂果。在园地干活的村民个个脸
上洋溢着喜悦，大家都感谢北冲村有
个好女婿陈刚。

陈刚1970年出生于燕厦乡库区
农村，现户籍地洪港镇杨林村。少年
时期，由于家庭困难，陈刚初中毕业
便辍学在家务农，与燕厦乡北冲村的
成松花结婚后，一直在外地打拼。凭
着诚实好学、艰苦创业的精神，陈刚从
打工仔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直至成为
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上海臻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
理，近年负责上海绿地集团河南地区
的开发建筑项目。

个人的发展和家庭的富足不是
陈刚追求的目标，饱受贫困之苦的他
从未忘记大山深处的家乡人民。在
外创业期间，陈刚先后介绍家乡100
余人外出就业、创业。2013年，陈刚
和妻子成松花回家探亲，发现家乡有
大片的荒山、荒水资源，求富若渴的
村民仍坐山观水吃穷饭。他俩当即
决定推迟返程时间，找村组干部和乡

亲们商量，投资开
发北冲村荒山、荒
水，增加乡亲们的
收入，并当场签订
了协议。

2013年以来，
陈刚已投资 1200
万元，在北冲村开
发荒山 900 亩，水
面600亩，2014年
注册成立“通山南
山湖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公司现已建
成苗圃 700 亩、果
园200亩、鱼池600亩。

为了保证乡亲们的利益最大化，
提高村民参与创业的积极性，陈刚想
出了一个土地“二次流转”的普惠措
施，土地先由村、组、农户流转给公
司，村、组、农户得地租；公司将集中
的土地整理好反流转给农户承包管
理，农户得管理工资。陈刚所付的
地租和管理工资都明显高于当地行
情的一倍，并且地租头年支付，管理
工资按月支付。每年村、组、农户共
获得地租10万余元，参加园地管理
的农民110人，其中贫困户35户45
人，每年可获管理工资 120 万元。
公司带动当地农户自主发展绿化苗
木500亩，生态农业让荒山变绿了，
村庄变美了，群众增收了，家乡的名
气更大了。2016年10月，中央电视

台军事农业频道对通山南山湖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题报道。
2015年，全省库区扶贫工作现场会的
参会领导和代表，参观了南山湖基地。

看到家乡的变化，陈刚又有了新
的计划，计划五年内投资1.5亿元，将
基地扩大至5000亩规模，其中绿地
3000亩，水域2000亩，建成集四季
采摘，垂钓、观景休闲、参与式劳作体
验和汽车宿营于一体的4A级乡村旅
游景区。目前，他已邀请武汉神州旅
创公司设计规划，并将南山湖生态农
业园更名为龙燕湾生态农业观光度
假园，土地流转工作正在推进。龙
燕湾项目实施后，可带动村集体增
收38万元，解决当地村民就业300
人，就业收入可达500万元。

陈刚心语：要让家乡的贫困和落
后，永远成为过去。

7月11日下午，记者乘车冒雨
越过几道山岭，才到达通山县燕厦
乡马桥村。回乡创业老板程宝田创
办的宝田特种养殖合作社梅花鹿养
殖场，就建在马桥村七组的一个山
谷里。

山谷里空气清新，遍野绿草，一
排排玉米拔节生长。梅花鹿养殖场
是一排新建的平房，老板程宝田是
一个面容黝黑、身材壮实的中年汉
子，见有记者来访，爽快地领着大家
去参观他养的梅花鹿。

两间圈舍里满是梅花鹿，见有生
人来，鹿群里一阵骚动，几只梅花鹿沿
着墙根乱转。“包括去年今年生下来的
小鹿，现有28只梅花鹿。”程宝田说。

1992年至2015年，程宝田一直
在浙江台州从事五金生产。期间，
他认识了一个养殖梅花鹿的朋友，
了解到当前保健市场行情，并学到
了一些养殖梅花鹿的知识。“打了20
多年工，有了一定的积蓄，家里上有
老下有小，都需要照顾，是时候回家
了！”程宝田说，2015年底回家过年
后，他就不想出去了，打算在家办个
梅花鹿养殖场。

听说程宝田想在家里办个梅花
鹿养殖场，马桥村的村干部、驻村扶
贫干部都找上门来，为程宝田出谋
划策，帮他解决无息贷款8万元，流
转土地30亩，还办好了梅花鹿养殖
许可证。

2016 年 2 月至
5月，程宝田投入20
万元建成梅花养殖
场。5月份，又花了
24 万元，从吉林买
回 20 只成年梅花
鹿。由于气候和环
境等原因，加之养殖
技术还不熟练，去
年，程宝田养殖的
20只梅花鹿死了 5
只。6至7月份，梅
花鹿生了16只小鹿，存活了6只。
梅花鹿生病了，程宝田就凭着在浙
江、吉林学到的养鹿知识，买了
1000多元的药物，自己给梅花鹿打
针吃药。

经过一年的摸索，程宝田养殖
的梅花鹿存活率有了提高。今年4
月份，梅花鹿又生了8只小鹿，存活
了7只，成年梅花鹿一只没死。

养鹿是为了卖鹿茸，这在保健
市场很有需求。今年，程宝田养殖
的两只公鹿可以割鹿茸了，一只割
鹿茸2300克，一只割鹿茸1700克，
市场均价6元钱一克，他全部卖给了
浙江台州的朋友和老板。他们对程
宝田说：“你养的鹿茸，真实放心！”

的确，程宝田养殖梅花鹿，走的
是品质之路。他喂养梅花鹿，都喂
自己种植的黄竹草和野芝麻，再添
加玉米粉和豆粉等精饲料，从不用

含激素的饲料。“现在，梅花鹿一个
月吃的精饲料就要花去6000元。”
程宝田说，养梅花鹿回报太慢，没钱
扛不住。亲戚能借的都借了，他急
需贷款。

当初，他也想全部买回20只公
鹿，马上可大批量割鹿茸。但公鹿
有的年龄大，有的年龄小，又不能
挑，这影响鹿茸品质。而且，鹿茸量
大了，又担心一时销不出去。鹿肉
一斤可以卖到80元，但本地还没有
这个消费习惯。所以，程宝田决心
走品质之路，慢慢养，慢慢卖。

为了弥补养梅花鹿的暂时亏
空，程宝田打算今年再养50头猪。

“我养的猪全程吃野芝麻，保证一点
激素都没有。”他说，养梅花鹿还在
摸索阶段，打算带动马桥村的贫困
户加入到合作社一起养猪。

程宝田心语：保证品质，卖最好
的鹿茸。

深山养殖梅花鹿
记者 江世栋 通讯员 朱丽莹 张维

他，曾做过十年的木匠，用灵巧
的双手雕琢出一样样精美的家具；
他，也曾当过酒店副总经理，意气风
发，管理着属于自己的一支团队；而
今的他，为了照顾患病的孩子，回到
了家乡，因地制宜，创立了水会方假
日庄园。他就是通山县通羊镇高坑
村返乡创业青年徐仁尧。

13日，记者走进徐仁尧的“水会
方假日庄园”，只见外部用木板装饰
的两层小楼，配套一个露天的游泳
池，泳池内已是一片欢声笑语，身着
白色体恤的徐仁尧正在岸边注视着
人群的动态。

“这段时间天气炎热，每天来这
游泳的人特别多，为了保障安全，我
得时刻盯着，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就
立马实施救援。”徐仁尧说。

今年41岁的徐仁尧外表干练，
初中毕业便步入社会，跟着当地的木
工师傅学习手艺。十年间，他勤奋好
学，踏实肯干，技艺日渐精进，却因一
次意外的工伤，不能再做木匠。

2003年，徐仁尧独自一人来到
广州，成为了当地一所酒店的管理人
员。随后的12年里，他深受老板赏
识，从一名普通职工升任副总经理。

天有不测风云，2015年，徐仁尧
的大儿子因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最
终被确诊为肾病综合征。

心急如焚的徐
仁尧当即辞去了工
作。回到村里后，
他带着儿子四处寻
医问药，几个月后
稳定了病情。

眼见儿子的身
体状况日渐转好，
徐仁尧又动起了创
业的心思。高坑村
8组，有山有水，生
态环境优异，怎样
才能打造一个特色
鲜明的项目？

“还是要从山
水里面做文章，”徐仁尧介绍，当时天
气正热，他就想，每年夏天村里的游
泳设施都比较少，何不就地取材，把
长山林水库的水接引下山，建成一个
天然的游泳池？

说干就干。去年6月，徐仁尧将
30万元积蓄全部投了进去，并利用自
家的几亩田地，建设水会方假日庄
园。除了露天泳池，他还配套建起了
农家乐餐馆，让游客既能享受夏日的
清凉，又能品尝农家菜的风味。

“做出这样的决定，关键还是因
为长山林水库的水质好，而且我们这
里的食材都是自家种植，绿色无公
害，这些都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因

素。”徐仁尧告诉记者，近段时间气温
攀升，最高峰时一天的收入可达
3000多元。

正在泳池内嬉戏的陈艳清还是
第一次到访“水会方”。她说，池子里
闻不到消毒水的味道，既舒适又凉
爽。来这游泳，感觉与自然更亲近。

谈及下一步发展计划，徐仁尧照
着手绘图纸说，游泳毕竟只是一季的
热闹，要想一年四季都有生意可做，
还是要从农家乐和观光旅游入手，进
一步扩大规模，完善长廊、亭台等基
础设施，实现硬件的全面升级。

徐仁尧心语：回乡创业，要注意
发现和利用周边的优势资源，才能出
奇制胜。

12日，通山县大路乡东坑村三
合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内，负责人夏马
和农户们正头顶烈日，拆除香菇大棚
上的薄膜和遮阳网。

“老敦，拆薄膜和遮阳网注意不
要挂到架子上了，下半年还可以接着
用。”“好嘞，知道的。”大棚一侧，夏马
友善地提示着务工的农户。

夏马口中的“老敦”全名叫夏敦
泉，是东坑村二组贫困户。“自从来基
地做事，收入稳定了，还能兼顾到家里
的田地。”休息间隙，夏敦泉笑着说，通
过务工，每年可以增收1.2万元。

在夏马的带领下，记者随后参观
了合作社的香菇种植基地。菇棚依
次而建，菇筒整齐排列在木架上。

“一般来说，温度超过32摄氏度，
菇筒就不产香菇了，所以，每年7、8
月，我们都会把工具收拾起来，等到
气温下降再开始种植。”夏马介绍道。

说着地道的通山话，谈吐彬彬
有礼，36岁的夏马个头不高，身材
有些瘦弱。然而，就是这个瘦弱的
汉子，却用回乡的7年时间，创立了
年销售收入达480万元的香菇种植

基地。
2002年，迫于家庭原因和经

济压力，在武汉读
书的夏马未能完成
学业。带着无奈与
遗憾，他只身来到
上海，进入外企上
班，负责日常管理
工作。夏马勤奋踏
实，省吃俭用，8年
时间里，不仅还清
了家里所欠的 18
万元债务，还积攒
了 30 万元的创业
资金。

2010年，带着
对故土的眷恋，夏
马回到家乡着手创业。4年里，他办
过砖厂、干过货运和客运，都因经济
效益不佳而作罢。

2014年，通山全县蓬勃发展的香
菇产业让夏马看到了曙光。在当地产
业帮扶政策的支持下，他毅然投入了
所有积蓄，并从安徽请来专业种植人
员，创立了三合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历时3年的苦心经营，合作社发
展顺风顺水，规模不断扩大，流转土
地70亩，年产香菇60吨，共带动12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这一路走来，除了自身的努力，
与政府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在流
转土地的时候，镇村干部出面协商调
解；在资金不足的时候，他们帮忙申
请贷款，这些都成了基地发展的强大
助力。”夏马告诉记者。

夏马感慨地说，回乡创业让自己
学会了很多东西。现在，基地不光有
了成熟的种植技术，硬件设施也在日
渐完善，下一步将引进灵芝种植产
业，实现多元化发展。

夏马心语：回乡创业是一种人生
经历，带领群众致富是一种人生担当。

11日，晨曦微露，通山县九宫山
镇富有村3组富园牧业股份有限公
司杂交湖羊养殖场内，负责人胡宝
江就和农户们早早起了床，开始了
一天的忙碌。

绿意盎然的山坳中，9栋羊舍一
字排开，混合了秸秆、花生秧等作物
的投喂饲料整齐堆放，一台小型运
输车正来回托运草料。

“去年出栏量达2000多只，现
存3600余只，羊群的不断扩大更加
坚定了我打造品牌的信心。”胡宝江
边走边说。

今年40岁的胡宝江只有初中文
化，17岁便外出打工，先后辗转广
州、武汉等地，不仅进过车间，也做
过汽车配件销售。

2008年，厌倦了在外漂泊、长期
与家人分居两地的生活，胡宝江带
着几十万元的积蓄回到闯王镇，创
办了生猪养殖基地。

之后5年，胡宝江边干边学，投
入了全部的精力与心血。然而，受
猪肉市场波动的影响，基地的效益
也是时好时坏。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胡宝江决
心另辟蹊径，拓宽发展渠道。2013
年，他主动上门，与九宫山镇富有村
养殖大户陈学军对接洽谈养羊，二

人一拍即合。
不久，一个崭新的杂交湖羊养

殖基地在强强联合中诞生。胡宝江
说，那次交谈，他对羊肉的营养价
值、市场行情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
分析，陈学军十分感兴趣，合作自然
水到渠成。

如此大的养殖规模，怎样塑造
品牌？胡宝江介绍，围绕绿色发展
的理念，基地将坚持打造生态品牌，
除了给羊群提供绿色的生长环境，
每天投喂的饲料也是纯天然的农作
物，没有任何添加剂，用于防疫的药
品也绝对不会含有抗生素。

此外，废弃物循环利用贯穿始
终。在开垦菜园、将羊粪化作肥料
的基础上，养殖场还建有沼气池，转
化成的洁净能源能供周边240户居
民使用。

环境优良、循环发展，生态化的
养殖方式为产品附加了“绿色价
值”，也让公司的发展一路高歌猛
进。

现如今，富园牧业股份有限公
司已成为一家集杂交湖羊养殖、水
产养殖、苗木和蔬菜种植于一体的
农业产业化企业，年销售额突破
2000多万元。

发家致富不忘乡亲，回报社会

着眼实际。为了帮助邻里摘“穷
帽”，基地先后带领当地92户农户加
入养殖队伍。

胡宝江说，公司将在全县带动
1000户贫困户共同养殖，除无偿提
供羊种、技术外，还保底回收，确保
贫困户在养殖过程中承担“零风
险”。

胡宝江心语：只有把好绿色种
养的“关卡”，才能在市场赢得一席
之地。

11日，位于通山县杨芳林乡遂
庄村的通山恒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里，负责人金二洋一边听着音乐，一
边埋头打扫鸡舍、羊舍的卫生。

鸡舍内，2000多只鸡扇动翅膀
跳上跳下；羊舍里，200多只羊争着
在自动喂水机上喝水，每天下午它
们都要上山，一边溜达一边觅食。

“每只羊的耳朵上都有编号，从
出生到现在，打过什么针，喂过什么
药，只要一查编号便知。”48岁的金
二洋介绍说，他的羊都不需要投料，
主要以吃山上的草为生，他的鸡都
是散养的，每天都在林间觅食。

2000年，金二洋从宜昌的空军
后勤保障部队转业回来，最开始在
通山县城开了家杂货铺。2014年，
一次偶然回老家遂庄村，金二洋发
现家乡很多荒山没被开发，而且比
较适合发展种植、养殖等。当年，他
便拿下了遂庄村2000亩荒山的承
包权，进行植树造林；7月，他成立通
山口上山种养殖合作社；12月，他吸
引3位苏州朋友的外地资金，投入
200万元成立了通山恒业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13年的军旅生涯，练就了金二

洋不怕苦的军人作风。3年里，他与
工人一起吃住，一起干活。每天早
上6点后，金二洋都要配料喂鸡、打
扫卫生，巡逻一遍山里的林地。为
了养鸡、养羊，金二洋与畜牧局的技
术专家们成了好朋友，他边养边摸
索，吃住都在鸡舍、羊舍旁。

“鸡每天要产800个蛋，曾经有
一段时间，捡鸡蛋成了难题。因为
散养的鸡到处飞，到处钻。”金二洋
说，他只能忙完了其他事后，拎着个
篮子上山捡鸡蛋。

在草丛中发现鸡蛋并捡进篮子
里，确实很开心，但并非长久之计。
金二洋便开始训练鸡，给鸡听音乐，
定点定时地将鸡引导到固定的地方
下蛋。

为了不作别人的贴牌产品，金
二洋注册了“口上山溜达鸡、口上山
溜达羊”两个商标，并利用各种资
源，运用“互联网+”及微博、诚信通
等线上与线下手段进行产品销售，
将旗下产品卖到了上海、北京、江
苏、浙江、湖南、江西等地。

合作社里，建有办公室、检验
室、值班室、断料房、水塔、消毒池、
无害化处理池等相关配套设施；建

有现代化羊舍、鸡舍4栋，鱼塘2个；
购置割草机，高压打药机、粉碎机、
微耕机等机械设备……2000亩荒
山，被金二洋管理得井井有条。

金二洋带动了当地百姓的养鸡
热情，30多名员工基本都是当地村
民，他们学到养鸡技术后回家养鸡。

金二洋心语：利用荒山散养鸡
羊，得到的是更绿色环保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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