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石台县丁香镇
西柏村香榧种植基地负
责人桂明和村民一起观
察 香 榧 树 长 势 。 桂 明
2016年大学毕业，先后到
南京、宣城、芜湖等地打
拼。 2021 年，他回到家乡
流转山地近 1000 亩从事
香榧种植 ， 发展林下经
济 ， 打造休闲观光旅游
基地 ， 年带动当地村民
用工约 5000 人次。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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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成了热门“打卡地”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李莹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濉溪县刘桥
镇留古村的留古家庭农场采访，眼前
夺人眼球的不仅有一棵棵大树，还有
一栋栋古朴的小房子。

“院子的设计、树木栽种、道路铺
设，都是我自己干的。 ”见到记者，农
场负责人王震自豪地说。

今年 30 岁的王震是土生土长的
留古村人，中等个子、皮肤黝黑。

“我在合肥学院学的是汽车发动
机设计。 ”王震告诉记者，他大学毕业
后出国留学并在毕业后回国，2017 年
在杭州工作一年之后回到家乡创办
家庭农场。

“留古村离淮北市区很近 ，只有
三四十分钟路程。 我的想法是把这里
打造为一个乡村课堂，让这里成为成
年人怀旧休闲的好去处、孩子们研学
的好教室。 ”王震说，他在创业初期做
了很长时间调研，最终决定打造一个
自己动手的家庭农场。

王震以村里的老窑厂旧址为中
心，承包了 88 亩地建设家庭农场。

万事开头难 。 王震通过考察学
习、查找资料等，开始农场设计工作。

土地平整、农场分区……王震边
学边干 ，一番摸爬滚打之后 ，他成为
了一名“农场设计师”。

2021年 8 月 ， 留古家庭农场正
式营业 。 这个农场到底有什么与众
不同呢？

2 米高的洋姜在风中摇曳 、黄澄
澄的玉米棒子已经可以采摘、池塘里
鸭子自由自在地划水……行走在留
古农场内 ，记者发现 ，农场设置有采
摘区、建筑区、烹饪区、民俗小屋等。

在建筑区，孩子们可以化身为“建
筑师”，在农场工人帮助下，搭建自己
梦想中的小屋。王震说，留古农场最大
的特点就是鼓励游客自己动手， 让大
家在这里感受浓浓的烟火气。

农场内的民宿小屋让人心生怀
旧之感。 小屋里的铁锹、锄头、水车等
常见农具一应俱全。 屋角的马灯、缝
纫机、老式自行车散发出往昔岁月的
气息。

“这里是家庭聚会的打卡点。 ”农
场一位工作人员说。

农场内的 “时光小院 ”吸引了记
者的注意 。 这是留古农场最近才打
造好的 ，可以用于家庭聚会 、公司团
建等。

王震在创业过程中获得了濉溪
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濉溪县实
施小老板创业工程，他是该工程的受
益者之一。

“我在创业初期 ，县里给我提供
了贴息贷款，还带我们出去学习。 后
来 ，我成了县里的 ‘创业明星 ’。 ”王
震说。

谈起未来的打算， 王震表示，他
将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吸引更多
的年轻人加入自己的团队，把农场做
大； 二是和附近土地流转大户一起，
形成旅游产业链，大家抱团发展。

婚纱制作设计赛在六安举办
本报讯（记者 袁野 通讯员 卫鑫）8 月

4 日， 由安徽省总工会 ， 省工商联主办的
2022 年安徽省婚纱制作设计技能大赛暨长
三角地区邀请赛，在六安市裕安区丁集婚纱
特色小镇举行。

大赛以“壮大婚纱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为主题， 分为婚纱制作技能赛和婚纱设计大
赛， 婚纱制作技能赛分为个人技能赛和团体
技能赛两个部分。 在婚纱制作技能赛方面，30

个参赛团队的 90 名参赛选手分别参加缝纫、
排花、手工 3个比赛项目的角逐。 在婚纱设计
大赛方面，15 家参赛企业分别提供一套新设
计的婚纱，通过模特走秀，展示出各自作品的
设计思路、剪裁技艺、整体搭配、舞台效果等。
经过一天的比赛，大赛决出所有奖项。

近年来， 六安市裕安区抢抓长三角产业
转移机遇，主动承接婚纱产业返乡发展，打造
丁集婚纱特色小镇，所制婚纱产品行销全球。

铜陵设立老年助餐专项基金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彬 路璐 ）近日 ，铜

陵市慈善总会设立老年助餐专项基金 ，并
发出募捐倡议，共同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
幸福”。

该基金专项用于资助城乡各类老年食
堂、老年助餐点以及其他老年助餐机构的建

设和运营；资助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对
象和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中老年人餐费，
重点优抚对象、市级以上劳动模范等突出贡
献老年人餐费， 失能老年人送餐等费用；资
助其他与老年助餐服务相关的项目，以促进
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发展。

秸秆育出“致富菇”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单珊

穿着工作服，戴着口罩和手套，有序组
织工人们开展田间劳作……近日，在泗县屏
山镇大李村双孢菇种植基地里，管理员杨开
侠带着 10 多位村民忙碌起来。

“当了大半辈子农民，没想到如今成了
每月挣 4000 多元工资的管理员。”杨开侠感
慨地对记者说， 能够在家门口找到好工作，
得益于村里食用菌产业的快速发展。

2019 年，外地务工人员孙孙回到大李村
发展起了双孢菇种植。在村里支持下，仅用 3
年多时间， 就从只有 8 个棚的家庭式种植，
发展到现如今 100 多个棚的规模化种植。

“我们种的双孢菇个头大、卖相好，在市
场上很受欢迎， 种植基地年收益超 500 万
元。 ”孙孙说，政府的大力扶持，让他对继续
扩大生产规模有了底气，今年打算再建 100
个菇棚，发展草菇种植。

近年来，泗县瞅准食用菌产业良好的市
场前景， 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秸秆资源，采
取“龙头企业+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食用

菌种植，从单一平菇种植到平菇、双孢菇、草
菇、香菇、大球盖菇等多品种种植，食用菌逐
渐成为泗县特色主导产业。

“瞧，这个菌棒的蘑菇都长满了，其他的
菌棒也开始冒‘耳朵’了，今年是稳赚了。”该
县草沟镇村民侍宝雪和妻子畅想着今年 2
万棒蘑菇的收益。

几年前，侍宝雪因为一次事故导致肢体
残疾。 在镇、村干部帮助下，他建了 5 个大
棚，种起平菇，一年 8 万多元收入让他很快
脱了贫。

今年， 夫妻二人不仅扩建了一个菇棚，
还尝试种植高端食用菌赤松茸。 “现在县里
鼓励种植蘑菇，只要达到一定规模，就给我
们菇农发放补助，我可有信心了。”侍宝雪对
记者说。

为发展壮大食用菌产业， 泗县出台政
策，对种植规模达到棒栽 1 万棒 、床架 500
平方米分别按照每棒 1 元至 1.5 元、每平方
米 5 元至 10 元进行奖补。 该县依托长三角
绿色农产品加工和物流平台，全力推进食用
菌全产业链发展，把小蘑菇打造成乡村产业
振兴的“金名片”。

·到乡村去创业

“新农人”
逐梦山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