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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长富雷竹专业合作社，一年仅靠卖雷竹笋，就有1800万余元的毛收入。前

不久，该合作社被省林业局命名为全省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008年，蒋国庆注册成立崇阳长
富雷竹专业合作社，本着“利益共享、
入社自愿、离社自由”的原则，鼓励、支
持周边村民发展雷竹。

目前，桂花泉镇桂花、官庄、龙
飞、横山4个村共有18户农民跟着
蒋国庆种植雷竹。种植雷竹一年中
有8个月需要用工。合作社以用工方
式带动38户贫困户，旺季提供工作岗

位82个，贫困户年均有1.8万元左右
的收入。

作为咸宁市人大代表，蒋国庆还
义务帮村民销售竹笋，指导农户将鲜
笋打包成30斤/包，写上自家姓名，再
把种植户直接带到武汉的市场。农户
与客商面对面洽谈，运费平摊，蒋国庆
不收取任何好处。

为了延长产业链条，给竹笋保鲜，

蒋国庆在基地配备50吨级的冷库。
通过冷链运输，订单式销售，将鲜笋
卖到江浙沪一带，冬季旺季时每天有
车到基地采购，完全不愁销路。

雷竹产业的兴起，引发连锁反
应。2018年6月，咸宁市乡村振兴领
导小组办公室公布2018年全市乡村
振兴重点工程名单，桂花泉长富雷竹
产业田园综合体项目位列其中。该

项目总投资 2亿元，集生态农业开
发、旅游休闲和农产品加工销售等为
一体。

“我们将充分利用优势竹木资源，
建设竹文化接待中心、文化长廊、文化
广场、垂钓鱼池、百竹园、民俗等。”长
富雷竹合作社理事长蒋国庆介绍，通
过打造雷竹休闲观光园中心，进一步
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田园综合体呼之欲出

2018年12月17日，在崇阳县桂
花泉镇桂花村的雷竹种植基地上，20

多位村民正在竹林间来回穿梭，他们
有的装筐，有的挑担，好不忙碌。园区

内，平坦宽阔的水泥路纵横交错，不
远处，民宿和餐饮中心建设正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

“大家正在给竹林‘盖棉被’呢。”
面对记者的疑惑，长富雷竹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蒋国庆介绍：就是将有机肥
和谷糠以合适的配比混合，在竹林里
厚厚地覆盖25厘米左右，目的是为
土壤保湿、保温、增强营养。“这样一
来，本来次年春天3至4月响春雷的
时节才能生长出来的雷竹笋，会在当
年11月中下旬便破土而出，并且产
量增加。”

“立冬后我们就组织人员开始
覆盖，早覆盖的就早冒笋，这么大的
林子一批批盖下来，从11月底开始，

几乎每天都有笋子可挖。”蒋国庆的母
亲、雷竹“女状元”叶琼笑着告诉记者，
谷壳下面还有一层鸡粪，里面温度可
达25度，盖好后过个十天半个月，就
可以采挖冬笋了。

挖冬笋也有诀窍。“看小包，找裂
缝，照着这个方法，一挖一个准。”只见
叶琼用笋锹轻轻拨开谷壳，一株鲜嫩
的竹笋便出现在视线中。

“我们打的就是时间差，赶在春
节前后消费旺季时大量上市。”蒋国庆
介绍：“冬笋的价格是春笋的数倍，我
们的雷竹笋每亩产值可达四五千元，
除去谷糠和有机肥的成本，每亩纯收
益有2000余元。基地一年的纯利可
达900万元以上。”

雷竹笋提前上市的秘诀

雷竹原产于浙江临安、安吉、余
杭一带，是我国优良的笋用竹种，具有
出笋早、产量高、笋期长、笋味美等特
点。1994 年，崇阳开始引种种植，
1998年大面积推广。1999年，崇阳
决定将雷竹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主导
产业来抓，并从浙江引进雷竹100多
万株，面积发展到1万多亩。为引进
雷竹技术人才，崇阳主要领导前往浙
江临安招商，蒋长富和叶琼夫妇进入

他们的视线。
相中崇阳丰富的黄土资源后，

2000年，蒋长富、叶琼夫妇来到崇阳，
承包230多亩荒地开始种雷竹。

为了打开销售市场，他们坚持每
天将货发到武汉白沙洲，卖不完的转
发上海、浙江等传统市场。当时，武汉
市民不认识也不食用雷竹，叶琼就带
着锅灶在菜场“现炒现卖”，免费让人
品尝。

夫妻俩的创业历程，深深影响
着儿子蒋国庆。2006年，他带着家
乡10多名乡土技术人才，来到崇阳
桂花泉镇，承包下1000多亩基地种
雷竹。通过高投入、高标准管理，培
养高产竹园，同时不断探索冬季覆
盖增温技术，使得春笋冬出，高价时
可卖到三四十元一斤，高过肉价。

作为“竹二代”，蒋国庆有更大的
抱负。为了将桂花泉镇打造成全市

乃至全省名副其实的雷竹大镇，蒋国
庆前往成都、重庆、深圳等地打市
场。市场供不应求后，他又同母亲的
基地联合，与当地10多户贩销大户
联营，搞长途贩运，以崇阳为中部枢
纽，构建网上淘宝平台，实现崇阳竹
笋“卖全国”。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崇阳的
雷竹种植面积已突破2万亩，年产鲜
笋2万吨，产值过亿元。

两代人扎根种雷竹

政协委员风采

也许是学生时代咸宁崇阳这些
温馨、安详、阳光的名字深深印入了
他的脑海，从此培育了他挥之不去的
咸宁情结，甘愿在这崇山绿水间播洒
一腔热血痴情。结识栾少强，你会被
他温文尔雅外表里面散发的温情所
感染，崇阳认识他的人都说：栾少强
不仅是一位开拓创新，善于管理、勤
奋实干的优秀企业家，还是一位胸怀
大局、热心公益、崇善尚义的优秀政
协委员。

难忘初情 在崇阳续缘

2010年，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
限公司（原兴民智通的前身）计划在
外省投资一个钢圈生产企业，栾少强
作为项目选址主导人员，他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他当时读大学的咸宁地区，
他主动找到总部领导，详细介绍了咸
宁地区的经济、人文环境等一些情
况，总部领导当时有意向将项目选址
选在湖南境内，栾少强同志就多次劝
说，让当时的老董事长王嘉民来崇阳
实地看看，崇阳与湖南境内的岳阳相
邻，老董事长经不住栾少强同志的

“死缠烂打”，答应来湖南考察时顺道
来崇阳看看。

2011年，老董事长带领总部相关
领导来崇阳进行第一次考察，总体感
觉是崇阳的党政领导班子团结、务实，
有工业强县的强烈愿望，但当时的崇
阳交通并不十分不便，全县境内只有
一条杭瑞高速还在建设、就连现在的
金城大道都还坑坑洼洼的，物流及其
它的配套设施也较欠缺。第一次考察
的总体印象还不错，感觉还是有点眉
目。栾少强就多次联系县里相关负责
人，将集团总公司的一些想法积极反
馈到县里，又将县里对项目给予的帮
扶政策详细的解释给集团总公司，经
过几个回合的反复磋商，集团总公司
最终将项目落户崇阳。

就这样，栾少强带着兴民钢圈项
目落户到了崇阳，也为自己的初衷初
情找到了归宿。

倾注激情 壮大发展

咸宁兴民钢圈从2012年正式开
工建设到现在，已有七年时间了，栾少
强也全身心投入在崇阳工作了七
年。

七年时间，栾少强的身份也发生
了变化，由当初建厂初期时的项目经
理到现在公司全面负责的总经理；由
于他的倾心付出，公司的模样也由原
来的一片荒草地变成了现代化办公
楼、厂房耸立；由于他科学的管理，公
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年更比一年好，上
交国家税金每年不断递增，从零元到
现在的2542万元，这一切的变化，无
不凝聚着栾少强同志的心血。“企业
就像我的家”这是他经常说的一句
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
在崇阳一待就是七年，由于他是家里
的独子，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长
期都是妻子一个人照顾，提起他的家
人，这位坚强的山东汉子眼角有些湿
润了…… 正是他这种舍小家顾大家
的精神，把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全部奉
献给了企业，用心去实践着爱岗敬业
和无私奉献的真谛，连年被集团总部
评为“以厂为家”之星。

挥洒热情 履职尽责

作为县政协常委，当选之初他就
时常想:怎么样才能参好政、议好政、
不辜负领导和人民的期望，切实履行
政协委员职责，做一名合格的政协委
员。为此，他先从“充电”学习开始，他
总是想方设法挤时间，坚持自觉地系
统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的理
论、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特别注重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学习
和领会，通过学习，对当好政协委员的
责任意识、公仆意识、法律意识明显增
强，工作方法、提案水平逐步提高，履
职能力得到了锻炼和增强。

栾少强在企业负责全面工作，平
时工作十分繁忙，但无论工作再忙，
都能按时参加县政协的各种会议，认

真听取并审议报告，参加各种活动，
并积极在本届别中提出意见和建
议。紧扣中心递交提案，围绕县域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群众关
心的热点问题建言献策，结合自己的
工作岗位认真撰写提案。当选十届
政协委员以来，共提出“城市垃圾要
加强运输”“开通工业园区公交线路”

“强化公路秩序管理”“解决企业融资
难的建议”等提案、意见、建议贡17
条，得到了有关领导的肯定和群众的
认可。

热心公益 诠释情怀

栾少强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积
极为弱势群体和公司职工排忧解
难，积极参与企业联村帮扶、捐赠、
赈灾济困等活动，在感恩回报的善
行中默默诠释一个政协委员的赤子
情怀。

2017 年为金塘镇东岳村实施
精准扶贫，安置贫困村民 10人，工
资待遇与同工人员相比上浮 10%，
优先将公司食堂及绿化等项目承包
给贫困群众，逢年过节为村里的困
难党员和群众送去慰问金及米、油

等慰问品，切实地帮助了困难党员
和群众。崇阳“6.02”抗洪救灾爱心
募捐活动中，他号召全公司捐款10
万元，并亲自将募捐款交至受灾群
众手中。2018年 1月，公司职工庞
高品、庞细品两兄弟的母亲身患冠
心病、心衰三度、慢性肾衰竭、尿毒
症等多种疾病，他听闻消息后，当
场捐款1000元，并发动全厂员工为
其捐款。

栾少强正是以他新一代企业管
理者的社会主义文明道德水准，以
一名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热
心公益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
极参与我县的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
展，充分发挥了一名政协委员的积
极作用，不断地为崇阳经济发展做
出了的贡献！

(崇阳县政协办供稿)

情 洒 崇 山 绿 水 间
——记崇阳县政协委员、咸宁兴民钢圈有限公司总经理栾少强

“我与青山水库”征文

天下老人，都有一份怀旧情
结。当站在崇阳青山水库巍巍的
大坝上，展现在人们眼帘的是一
幅美好的画卷，现已建成国家级
湿地公园，山青水碧天蓝，万亩青
山库区机帆绰影，白鹭飞翔，蔚为
壮观，美不胜收。

可谁会想到就是这样一座功
能齐全的水库背后，当年大坝的
建成不知凝聚着过去多少万人的
心血，这里的每一寸热土，其中又
隐藏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1969年10月，我因家贫初中
失学，被县饮食服务公司的领导
聘请到青山镇饮食店工作，月薪
24元。公路对面是临时汽车站与
供销社，还有水库总指挥部及省
水利工程二团的驻地。

那时，青山镇上只有数十户人
家，被征用数十亩的农田，用来驻
扎上万民工的牛毛毡营房，房内
分男女工棚，睡的是稻草统铺。
在食堂吃的是自带干菜与苕丝五
谷杂粮，生活异常艰苦，民工却士
气高昂。月底时，有民工到我们
饮食店凭二两粮票二角钱买一碗
肉丝面或买几个肉包子打打牙
祭。当时店内只有18名师傅，分
两班，从早到忙到晚。在车站来
往工地的民工排成长队就餐，店
长嘱咐我善待民工，端正服务态
度，不让民工们对排队引起纠
纷。有些民工打赌，一人能吃下
五大碗面条或二斤馍馍，如在今
天真不可思议。

当时工地规模庞大，集全咸宁
地区抽调的各县民工团。有鄂
城、通城等地来崇阳支援建设的
精干民兵连。而我县的男女老少
轮番上工地。天刚亮，广播站的
高音喇叭便响起了出工的军号。

工地上，挑土石方筑坝的人排
成一队队、一行行，有专人记工。
团营长带队在各连队之间开展劳
动竞赛热潮，抢时间比速度争先
进。还有炸山取石取土的放炮
声，打夯的号子声，此起彼伏，一
面面红旗迎风招展，好比精卫填
海，响彻云宵。高音喇叭不断播
放毛主席语录和工地新闻。那情
景好比蚂蚁搬家，感天动地。每
逢节假日，在万人广场还举行歌

舞文艺晚会和评功表模慰问演
出。

我刚满17岁，身体瘦弱，代表
县青山饮食店到工地上义务工，
到第二天，手臂都肿胀得抬不起
来，还是咬着牙上班在店内洗碗。

我上工地时，到隧道浇灌拱
洞，民工排成四路百人纵队，用土
办法将搅拌好的水泥浆，一桶桶
地从洞口输送到洞中进行浇灌。
当时，我第一次见到任指挥长的
周发田将军，他身材高大，红光满
面。他亲临现场，指挥施工。当
时驻青山水库工地的每个部门都
有分配出几天义务工的任务。在
那千军万马修水利的年代，当时
我未婚的妻子也在工地连续干了
3年，因同是年轻人，都愿意留下
来当长期民工，好挣工分。

为了水库大坝的早日建成，每
个年轻人身上都有使不完的青春
热血，都有使不完的劲。妻子后
来还和我开玩笑说，当时她容貌
漂亮，在工地晚会上表演过样板
戏《红色娘子军》的京剧选段，好
多农村小伙和几个外地复员军人
向她求婚，被一一拒绝。原因是
她家庭是地主成分，小学未毕业
就被下放农村，梦想后来回县城
工作，怕谈恋爱影响自己的前程。

当年我还有一位初中同窗胡
四一，也因知青下放在案山一组，
在工地修水库，因数学成绩好，被
指挥部抽调搞水利测量工作，免
去了肩挑背扛的皮肉之苦，他工
作十分卖劲，后来任了国家水利
部副部长。他每次回崇阳探亲，
都要到大坝观光，重温当年万马
锁姣龙的盛况。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
新天。往事不堪回首，民工们在
建设中有的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真令人痛心！记得石城熊家村一
位小伙子，在修发电隧洞时，因塌
方被巨石掩埋而故，还有因排除
哑炮负伤的民工……

青山水库工程，凝聚广大劳动
人民的智慧和心血，是他们用血
汗甚至生命筑成的丰碑。每一位
建设者让我们敬仰，他们的英勇
事迹值得后人讴歌，永远铭记。

作者单位：崇阳县老年大学

青山水库往事
○ 李树华

小雷竹撬动大产业
香城都市报记者 王奇峰 特约记者 黎志远 通讯员 兰水月

本报讯 通讯员饶德斌、杨
国强报道：2018年12月26日，由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北省崇阳县
分公司和该县大集中学共同发起
成立的咸宁市第一家红领巾邮局
在该县大集中学举行开业仪式暨
纪念毛泽东诞辰125周年和改革
开放40周年邮展。该校全体少年
先队员及集邮爱好者共3800余人
参加活动。

据了解，红领巾邮局位于大集
中学科技楼二楼，是崇阳县首家
红领巾邮局，也是咸宁市第一家，

系经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北省
崇阳县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正式命名列入局建制档案，
直属县邮政分公司领导管理，
属非营利性机构，主要开展集
邮、书信寄递、报刊订阅、明信
片、邮票销售等邮政业务体验
活动，让孩子们在方寸天地博
览古今，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增添乐趣，陶冶情操，在课堂之
外受教育，在邮乐之中长知识，
更好地丰富学生们的见识和培
养耐性。

全市首家红领巾邮局开业

本报讯 通讯员黄凰报道：
2018年来，崇阳县质监局不断适
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着力提升
能力、拓展实力、增强活力，坚持
以服务强质量、以质量增效益、以
质量和效益的有机结合聚力高质
量发展。

围绕服务企业，提升产业质
量。结合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将
小麻花产业质量提升工程作为重
点工作来抓，引导小麻花生产企
业积极开展质量强企活动，通过
宣传教育、QC小组、质量攻关等
质量管理方法，提高全员的质量
意识和整体素质，积极组织小麻
花行业各企业培训学习，以湖北
众望科工贸有限公司为试点大力
推广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加强小
麻花检测服务平台建设，新购各
种检测设备，增加检测参数，提升
检测服务水平，使小麻花检测服
务水平得到有效提高。

围绕标准建设，引领产业发
展。鼓励企业踊跃参与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制修订活动，对参
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的
企业（个人）给予奖励，完成了“崇
阳麻花”和“崇阳雷竹笋”两个地
标的湖北省地方标准的制定，已

于12月4日在武汉完成了专家评
审。精心培育申报的“崇阳县政
务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自2017
年3月份以高分通过省级标准化
验收后，国家级试点创建工作于
12月18日以95.5分高分顺利通
过国家级验收，成为湖北省第一
个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
准化示范单位。

围绕质量保障，规范产业市
场。 组织开展商品质量专项整
治、联合执法检查等活动，建立质
量黑名单制度，出台崇阳县质量
安全风险监测实施方案，要求各
责任人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建立
特种设备监管“一岗双责”制度和
特种设备重大质量安全隐患挂牌
督办、公告制度，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不断加强，实现了零事故。特
种设备受检率超过90%，共出动
安全监察人员416人（次）、车辆
200辆（次），检查特种设备制造、
安装、改造、维修、保养、使用单位
和气瓶充装单位208家（次），检
查特种设备951台（套），下达特
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117份，
查出特种设备安全隐患59条，整
改安全隐患51条，其余隐患正在
整改中。

提升能力 拓展实力 增强活力

崇阳聚力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