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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正吾 周琪国
本报记者 杨军

“上半年生猪卖不起价，每公斤才
12元，最低到了11.6元。 ”

8月27日，在桃江县浮丘山乡，湖南
鸿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建富对记
者说，“这个价格是近年来最低的，但我
们合作社成员‘抱团取暖’，应该能挺得
过去。 ”

屈指算来，龚建富养猪已有10年。
10年中，除了今年出现低价，2011

年也出现过每公斤20.1元的高价。
龚建富对“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

“猪周期”，见多不怪，但对养殖户如何
提高抗风险能力感受颇深。

原在长沙经商的龚建富，有了一定

积蓄， 于2004年回到家乡桃江县浮丘
山乡白家河村，办起了一个养猪场。

正当甩开膀子大干之际，一场疫病
袭来，他养的800多头猪无一幸免，辛辛
苦苦积攒的100来万元，打了水漂。

正当他一筹莫展时，县农业综合开
发办工作人员找上门来，鼓励他重整旗
鼓，继续干下去，并将其养猪场列入农
业产业化项目，给予扶持。

龚建富回忆道：“当时县农开办帮
扶了70万元项目资金，请来畜牧专家上
门指导，使养猪场起死回生。 ”

桃江有养猪的传统， 农民纯收入
1/3来自养猪。

龚建富说，养猪一怕病，二怕卖不
起价。 为了使养殖户不重蹈自己的覆
辙，抵御养殖和市场风险，龚建富组建

了桃江天蓬养殖专业合作社。
他说：“我们抱在一起， 议价能力

强。 卖出的猪，每公斤价格比市场均价
高0.2元；买来的饲料，一吨比别人便宜
500元。 一多一少，就是效益！ ”

如今，龚建富养猪场由当初的30亩
扩大到了200亩。

在他带领下， 附近沾溪镇、 高桥
乡等地， 已有20多家养殖户年出栏生
猪规模发展到了3000头。 天蓬养殖专
业合作社已发展养猪专业户260户， 成
了年出栏10万头生猪的大型养殖基地。

这两年，桃江县为支持天蓬养殖专
业合作社发展， 扶持其新上了年产1万
头良种仔猪、2000头良种种猪的改扩
建项目。 县农开办主任何忠，把“天蓬”
列为扶植重点。

聂廷芳

湖南桃江的养猪
合作社，取名“天蓬”，
无疑是向“天蓬元帅”
猪八戒借些影响力 ，
沾些吉利。

名字取得好 。 但
“元帅麾下 ”八百 “子
弟兵”，出师未捷全军
覆没。

损失百万元，老板不退兵。 政府
送来技术、资金，自己成立合作社抱
团抗风险，“天蓬”合作社大吉大利，
年出栏生猪已达10万头。

养猪有风险，种葡萄也不易。
蓝山县陈学景 ，60多岁回乡创

业，有志不怕年高！
第一年开张，损失50万元。 他不

打退堂鼓，没有倒下去，葡萄庄园终
于响当当立起来。

还有衡南县进山养蜂、 长茂山
蟠桃引客等， 都是农村创业的热门
故事。

本报特意选编这组稿件， 意在
褒扬创业者风采， 分享他们的艰辛
与快意，特别是展示农村广阔天地，
创业大有可为。

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不断扩大。
超过7亿城里人天天要吃，消费量巨
大。 上山下乡，开公司、办农庄，搞种
养加，创业迎来历史性机遇。

创业艰难。 有志者要有思想准
备，经得起摔打，担得起风浪。 渡过

难关， 历经曲折， 财神定
会与您握手。

祝您顺风 ， 祝您
发财！

本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李先志 吴学文 欧祖雄

他叫陈学景，今年67岁，是一位退
伍老军人。

老陈家住蓝山县塔峰镇西埠头村，
一直有一个种植葡萄、带领乡亲致富的
梦想。

2010年，陈学景63岁，放弃在广东儿
子家舒适的晚年生活，携带资金回到老家，
与村支部书记朱芳芬等人， 承包了120亩
田地种葡萄，当起了“葡萄庄园主”。

然而，第一年因技术欠缺，不少葡
萄患了“灰霉病”。 秋葡萄采摘上市时，
又遭遇了一场早来的雪灾，他损失了50
万元。

陈学景没有泄气， 他请专家前来授

艺，慢慢取得了“真经”。此后几年大丰收，
120亩葡萄亩产值稳定在1.5万元左右。

8月底， 正值葡萄上市， 陈学景的
“葡萄庄园”十分热闹，广州、长沙、武汉
等城市来运葡萄的大卡车络绎不绝。摘
果员工十分繁忙，长期在庄园内打工的
乡亲有五六十人。

陈学景介绍，他每年给打工乡亲发
放的工钱，都不少于30万元。 长期给他
打工的村民封叶嫦高兴地说：“陈老叔
种的葡萄真是好， 他不仅自己富了，也
带富了乡亲，我们在他这里打工领上了
‘固定工资’！ ”

然而，年事已高，陈学景深感自己
精力有限。

今年，他多番游说，将在广东当老板
的儿子陈超拉了回来，继承他的事业。

“起初，我不太想回来种葡萄，因为我

在广东卖猪肉，每月可赚五六万元。 ”
陈超告诉记者，“父亲一直有军人

的作风，他想干的事情，就想方设法要
干好。 如今，葡萄园越做越好，他不想
半途而废，想有人接班，一起带领乡亲
们发家致富。 我和妻子深深地被他这
种精神感动了。 ”

陈超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 又将
葡萄庄园扩大到170多亩。

事业后继有人， 陈学景总是乐呵
呵的……

目前， 在蓝山跟随陈学景等人
种植葡萄发家致富的不在少数，全
县葡萄种植面积达1万余亩。 当年建
园，当年挂果，当年受益，第二年可
收回建园成本， 第三年进入丰产期，每
亩纯收入可达8000至10000元，受益时
间长达20年以上。

本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黎明村生态好，荆条花
漫山遍野，是放蜂酿蜜的好地
方。 ”

8月27日，记者应约来到
衡南县廖田镇黎明村一处偏
僻山洼里。

衡东县农民欧结元，在这
里建了一个蜜蜂养殖场。

一见面，欧结元便向记者
推销蜂蜜：“中医有句话：朝朝
盐水，晚晚蜜汤。 每天早起空
腹喝淡盐水，每晚睡前喝蜂蜜
水， 可补充各种微量元素，有

利健康。 ”
欧结元说，今年1月，他

和家人慎重考虑，做出了重
要人生抉择：结束在广州的
打工生涯，选择黎明村一处
偏僻山洼养蜜蜂。

他本以为，这是效益不
错的“甜蜜事业”，可真正养

起蜂来，麻烦随之而至。 最让
他头痛的是，营养丰富、口感
良好的优质蜂蜜盛满了缸，
可销路却成了问题。

“现在人们生活质量提高
了，蜂蜜应该有销路。 ”

欧结元说，以前农村养蜂
的，多是一些老年人，年轻人
嫌辛苦， 他想打破惯例养蜜
蜂。 黎明村人烟稀少，蜜源不
错。 他投入6万余元到这里养
蜂，带着妻子、孩子，天天和40
箱蜜蜂为伴。

大半年来，欧结元养蜂是
摸着石头过河， 所幸有惊无
险，遇到的技术难题都得到了
解决，还习得一手取蜂王浆的
好方法。

黎明村内山连山，座座山
上树木茂密、荆条丛生。 每到
夏天，一簇簇蓝色的荆条花
绽放，花香四溢。 欧结元的
蜜蜂产的都是荆条蜜，产量不
错，已产500多公斤。

深山养蜂，地处偏僻。 平
常来购买蜂蜜的，多是周边乡
亲，大量蜂蜜滞销。

“酒好也怕巷子深，蜜甜
也要寻市场。”欧结元说，平日
他爱看湖南日报，想借党报传
个信息，希望能尽快解决滞销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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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出道，起步亏了50万元

“庄园主”咸鱼翻身

一村蟠桃，
引来10多万游客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向国生 通讯员 易善任） 8月
23日， 首届中国·张家界长
茂山蟠桃宴暨农业旅游融
合论坛 ， 在张家界市永定
区尹家溪镇长茂山村拉开大
幕。 当地群众和游客数千人
赶来长茂山， 争享“蟠桃
宴”。

长茂山村集历史文化和
现代新农村特色于一体， 以

种植“长茂山桃” 而闻名，
被誉为张家界的“世外桃
源”， 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10
多万人， 旺季游客每天超过
5000人。

该村以种桃为主， 种桃
2400亩， 年销售额达700余
万元， 人均种桃年收入1万多
元， 是张家界市“产业发展
十强村” 之一， 还被评为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亏光百万 幸遇“贵人”
养猪招牌 就叫“天蓬”

上好荆条蜜，
期盼“识宝人”

祝
您
发
﹃
农
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