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武清，“丰”光无限。在大良镇田水铺
村，处处是“希望的田野”，青萝卜长势喜人，远
近闻名的“小兔拔拔”萝卜正从这里走向大江
南北。
农业品牌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

志。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
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
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
品牌力量正越来越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放眼武清区广袤的田野，
“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小熊掰掰”鲜食玉
米、“小雀登枝”水果番茄、梅厂镇灰锅口村
“曙春”葡萄等土特产持续走俏市场，品牌影
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释放着乡村振
兴的新动能。

深耕区域品牌

萝卜“出村远行”

在武清区大良镇田水铺村，一座座设施温
棚鳞次栉比，阳光下泛着银色的光芒。棚内，青
萝卜翠绿水灵，田垄间“丰”光一片。
村民张振江正在自家地里忙活，“小兔拔

拔”水果萝卜近年来销量很大，种植户积极响应
号召扩大种植面积。这个冬季，张振江家的萝
卜产量高，颜值高，特别是新品种“金星”“冰淇
凌”品种萝卜很受市场欢迎。
品牌兴则农业兴,品牌强则农业强。近

年来，作为“京津鲜菜园”，武清区持续深入
挖掘区域资源禀赋优势，实施品牌强农战
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农增收。大良
镇田水铺村一直以种植青萝卜为主，但以前
品种单一，技术落后，收益不高，“现在不一
样了，党和政府有好政策，区里、镇里有专
人跟进。”“萝卜卖得好，大伙儿高兴。”村民
们感慨。
田水铺村“一肩挑”张书义介绍，为做优做

强萝卜品牌，田水铺积极与天津蔬菜研究所开
展技术合作，经过反复试种试产试销，成功打造
了品质优、产量高、价钱好的“七星”青萝卜新品
种。后又主动与北京天下星农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合作，引入农产品精装模式，注册了“小兔拔
拔”水果萝卜品牌。
皮薄、肉质翠绿、水分充足，鲜食口感脆

生、爽口，味如水果不辣口……“小兔拔拔”品
牌的打造正是基于“一口清甜脆、鲜食更有
味”这一产品特点。品牌名称创意来自消费
者耳熟能详的“小白兔拔萝卜”情景。这成为
武清区域公用品牌第一个子品牌，获得“乡村
畅销品牌”“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等荣誉称
号，田水铺村也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青萝卜生
产专业村。
2018年初，“小兔拔拔”水果萝卜一经发

布，便被迅即投入京津冀市场，成功入驻北京
盒马鲜生、京东7FRESH等北京优质商超，受
到客商和消费者广泛赞誉。随后，“小兔拔
拔”水果萝卜继续“走南闯北”，不仅在北方市
场站稳脚跟，而且打开了南方市场，先后荣获
第十六届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津菜进京十佳产品、中国农产品
百强标志性品牌、绿色食品 A 级标准等荣
誉。“小兔拔拔”助田水铺村村民富了口袋，也
带动了周边向阳村等村庄跟种，全镇水果萝
卜种植面积已达到12000亩。萝卜连片种植，
品种优良，客商慕名而来，销路越来越宽，一方
水土富了一方人。
继“小兔拔拔”走俏市场后，武清区又接

连打造了“小雀登枝”水果番茄、“小熊掰掰”
鲜食玉米2个武清公用品牌子品牌，其中小鹊
登枝”在2021年第三届京津冀鲜食番茄擂台
赛中荣获一等奖，成为国内农产品知名企业
品牌。

培育“津农精品”

蟠桃“离枝进城”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产业振兴是乡
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武清区以产业为
重点，以市场为导向，以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
核心，积极组织区优质特色农产品申报“津农精
品”。截至目前，全区已拥有坨泥寺福地西红
柿、笑笑开心黄蟠桃、长城万达罐头、漫森活大
樱桃等35个“津农精品”。
笑笑开心黄蟠桃产自笑笑开心家庭农

场。农场位于白古屯镇韩村，成立于2018年，
现为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农场占地300亩，拥
有桃园、樱桃园、葡萄园和梨园，其中桃园200
余亩，种植蟠桃、油蟠桃等12个不同成熟期的
品种。“从土壤改良到品种选育，从苗木定植
到果实采收，我们精准控制每一个环节，2022
年产量在 20万公斤。”农场负责人王中孝介
绍，“我家桃，个大、肉多、汁甜，非常受消费者
欢迎。从2022年 6月份开始，每天都能销售

1000公斤，订单多，不愁销路。”据了解，蟠桃种
植不仅让王中孝鼓起了“钱袋子”，还拓宽了附
近村民的增收渠道，带动了当地劳动力到农场
务工，实现就业。
武清区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速，截至目

前，不仅培育了2000余家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且建成南蔡村镇天民田
园、汊沽港镇津溪桃园、梅厂镇金锅生态园、下伍
旗镇金花朵朵中药种植基地等规模化农业园区
101个。
天民田园位于南蔡村镇粜粮务村，是集生

产示范、科普教育、实践实训、休闲观光等多项
功能于一体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天民田园的
“天民蔬果”也是“津农精品”，长江以南地区广
泛种植的甘蔗、热带水果火龙果都在这里“安
了家”。地上滴灌技术、光伏发电增温装置、智
能调控技术、病虫害防治系统等在这里运用。
处处新奇果蔬，使“南果北种”成为现实；处处
科技范儿，改变了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
统耕作模式，“智”富新路径激荡着乡村振兴的
新动能。
在武清区，“津农精品”金字招牌越擦越

亮。在2022年市农业农村委组织的特色农品展
示中，东马房豆制品、昽森家庭农场的蟠桃等

“津农精品”十分显眼，特别是昽森家庭农场的
蟠桃，一经展出便全部售罄，消费者还在多方联
系购买。
昽森家庭农场坐落于武清区梅厂镇灰锅口

村，又是一家靠着蟠桃走上致富路的家庭农
场。农场占地面积316亩，是承接国家桃体系的
天津唯一试验示范基地。农场负责人王秋祥介
绍，昽森主推休闲观光、旅游采摘，现有46个品
种，挂果期从6月下旬一直延续到10月上旬，每
月成熟品种都不一样。蟠桃果肉厚、口感细腻、
甜香，大果每个重达0.6公斤，每公斤市场售价
可达40元左右。“桃子口味佳，游客品尝后，赞
不绝口。”2022年是农场桃树挂果的第六年，全
年接待游客3万多人，2023年桃树达到盛果期，
预计年产量达60万公斤。除了“采摘热”，昽森
家庭农场的桃子还“出村进城”，成为全市城区
水果精品店的“常客”。

加入“国字号”

“葡萄村”逆袭

致富带头人，带着群众干，带出示范作用，
“致富果”不只蟠桃，灰锅口村一年四季瓜果飘
香，设施农业风生水起，大棚里“花花绿绿”，品种
多样。
村庄地处天津市武清区东南部，京津走廊

之间，地理位置优越，是天津市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近年来，灰锅口村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扎实推进乡
村振兴工作，书写了一段“灰锅”变“金锅”的“蝶
变”故事。
事实上，村里最先红火起来的并非蟠桃，而是

葡萄。葡萄在灰锅口村种植起步较早，大棚葡萄
产业已27年，在村“两委”带领下，村民靠着设施
农业率先鼓起来“钱袋子”。但眼瞅着灰锅口富
了，周边不少村子也跟着种起了葡萄，市场竞争激
烈，同质化严重，价格卖不上去，村里产业遭遇“成
长的烦恼”。
大棚葡萄还能不能继续搞下去？有村民动

摇，认为葡萄种植已经没了“钱景”。村“两委”
不以为然，“品种好，品种新，不怕村民不增收！”
村“一肩挑”苗孟歧说。经外出“取经”、请教专
家，村“两委”打出一套因地制宜助农增收“组合
拳”：一是成立金锅生态园，依靠科研院所，引进
摩尔多瓦、巨玫瑰、扎娜等10个新品种。二是
成立葡萄专业合作社，统一进行田间管理，要求
种植户多施有机肥，少用化肥，采用物理手段防
治病虫害，保证葡萄品质，提升葡萄口感。三是
推“采摘游”，葡萄大棚套种优质蔬菜，确保一年
四季可采摘，同时配套兴建观赏蔬果实验示范观
光采摘区。
“组合拳”打出去，致富路铺开来。如今，

灰锅口村设施农业园区已成为京津之间集采
摘、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大型现代设施农业示
范园区，园区内不但有葡萄大棚，还有 156 栋
二代节能日光果蔬温室、800亩绿色生态观光
林下养殖区、60 亩农业技术展示园等。村民
增收致富步伐加快，全村设施农业水平得到
整体提升。
灰锅口村进一步进行企业化运作、产业化经

营、开展品牌策划营销、电子商务营销、产销对接
等，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广泛应用农业新科技成
果，提高了农业整体效益。农村美、农民富的梦想
正照进现实。
品牌强农，品牌兴农，品牌力量日益凸显。近

年来，武清区积极推动“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创
建，目前已经成功创建河北屯镇肖赶庄村“美好
来”西红柿、石各庄镇敖东村“雍贝”金果梨、梅厂
镇灰锅口村“曙春”葡萄等10个“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特色产品，不少土特产走出津门，闯荡南
北。同时，武清区着力挖掘培育和打造国字号农
产品品牌，天津市东宇顺油业有限公司获“中国好
粮油”称号，一芳田童趣园获“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称号，华明乳业被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
擦亮品牌名片，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武清区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正越走越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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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清区赋能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打出“组合拳”擦亮“土特产”招牌

新农村关注

■ 本报记者 刘雅丽 通讯员 曹倩

乡村走笔

冰天雪地

绘“丰景”

热心居民张国辉：多学技能多助人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王化娜

■ 本报记者 刘雅丽

通讯员 田雨宸

乡村人物

“滴滴滴……”每当手机微信提示音响起，
家住宝坻区海滨街道丽苑社区的张国辉总会下
意识地看看，是不是他置顶的那五个微信群发
来了消息。
五个微信群分别代表着张国辉参加的五个志

愿服务队，每次团队在群里发布志愿服务活动消
息，只要有时间，张国辉总是报名参加。现如今，
张国辉已成为邻里口中的“热心张大哥”。
最初能参加志愿服务，对于张国辉来讲纯

属偶然。张国辉回忆道：“有一次和朋友参加户
外活动，朋友看我身体素质好，想让我一同参加

蓝天救援队。我想着这是能帮助他人的好事
呀，就欣然答应了。”没想到这一加入，张国辉就
彻底喜欢上了，不光参加了宝坻红十字蓝天救
援队，还参加了和善、老兵、北极星、自强等多个
志愿服务组织。
2022年，是张国辉参加志愿服务时长最多

的一年。
投身到疫情防控卡口一线时，他的工作是

信息录入和消杀。一线的工作很繁重，最多的
时候他和同事一天一夜要接待900多人。在
卡口的时候，张国辉吃饭都没有时间，有时水
也不敢喝，生怕上厕所耽误工夫。从五月到十
一月，张国辉就像一株白杨，挺立在防控一线，

无怨无悔。
除了疫情防控卡口，其他的志愿服务活动中

也经常能看到张国辉的身影。社区核酸筛查，时
常能看到他穿着红马甲维持秩序；献血站里，也能
看到他无偿献出热血，彰显志愿担当；应急救护知
识培训课上，他向高中学生讲解心肺复苏知识。
常联系的困难家庭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他第一时
间送去新买的学习生活用品，并嘱托他要好好学
习报效祖国；就连回趟老家，路上他都要拐几个
弯，到常联系的困难户家里串个门；赶上老人有理
发需求，他还帮着理发。
“说起理发，我手艺可不行。”虽然张国辉这样

自嘲。但是老人们可喜欢找他了。经他理发的不

少老人都说：“我就喜欢让小张推头，这一边给你
推着还一边和你说着话，舒服得很！”当初为了能
帮大家推好头，张国辉买了推子，照着镜子可没少
拿自己的头发练手，练得多了，这手艺自然有了。
参加志愿服务这四年，张国辉说他最大的收获

就是快乐。这快乐来自于被帮助的老人、儿童投来
的感谢的目光，来自于参与核酸筛查时陌生人送来
的问候，来自于身边朋友同事的钦佩，更来自于内
心的充实与丰盈。
让张国辉骄傲的是，在他的带动下，两年前

妻子、儿子也都加入到了志愿服务的行列。特别
是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在学校也不忘参加志愿活
动。张国辉的儿子说：“老爸，咱俩各有各的朋友
圈，但我们有一个圈是一样的，那就是志愿服务
的圈。”
2023年，张国辉也有着自己的打算：“以前考

了急救证、师资证、救援员证，2023年准备再把潜
水证考下来，这样多学点技能就能多帮助人，志愿
服务这条路，我得一直走下去。”

天寒“进九”，北风凛冽，“冻”感十足
的天气带“热”了冰雪经济。位于宁河区
大北涧沽镇的四季乐园·冰雪世界，处处
欢声笑语，8岁的刘一桐玩得十分开心，
“坐在‘魔毯’上，‘嗖’地一下从高高的雪
堆上滑下来，太好玩了。”
不久前，宁河区首届冰雪嘉年华暨

宁河区“四季乐园·冰雪世界”项目正式
启动，吸引来众多游客。占地135亩的
四季乐园·冰雪世界，以“四季”为主题，
按照季节设置阶段活动主题，旅游项目
贯穿全年。“冰场”和“雪场”两大部分持
续释放“热效应”，雪地坦克、雪上飞碟、
冰上自行车等20余项冰雪娱乐项目可
给予游客不同的运动选择。“冰雪世界里
铺设了11米高、近百米长雪道，游客可
在滑雪大厅内租用雪板、雪鞋、雪杖等装
备，自行体验滑雪乐趣，也可现场聘请教
练教滑雪。”雪场负责人刘春健介绍。
作为工业重镇，如今的大北涧沽镇

不只描绘“工业强”，迈步新征程，打造冰
雪世界，“文旅兴”起新航。该镇以冰雪
世界项目为示范，丰富游客娱乐生活，带
动当地农民增收，并激发民间投资热情，
让民间资本“有处投，自发投”，通过文旅
项目助推乡村振兴。镇长王政国表示，
“我们将打造四季休闲娱乐‘打卡地’，结
合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和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项目，按照‘一村一策’‘一村一品’，
全面提升村庄品质，集中建设水岸码头、
精品民宿、休闲垂钓等沉浸式体验新场
景，让近者悦、远者来。”
近年来，宁河区依托自身优势和特

色，统筹农业、文化、旅游资源，编制了农
文旅融合发展规划，实施了一批乡村旅游
重点村示范村建设，开启了“千户试点、万
户示范”民宿建设行动。同时更加注重乡
村旅游市场主体的培育，引导当地民营企
业家投资农文旅，让工业反哺农业。仅
2022年就打造了“重走方舟路”“运河水
乡”“林子里”“宁和稻香”等10多个优质农
文旅项目，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
为填补“四季游”的冬季游空白，冰雪

项目应运而生，宁河区抢抓时机，借“冬”
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切实推动文化旅游
全域全季发展。除了大北涧沽镇的四季
乐园·冰雪世界，宁河镇也正推冰雪游。
宁河镇杨泗村2022年春打造了稻

香花海园文旅项目，又入冬造冰面、雪
场，推出了冰橇、冰车、雪地香蕉船等冰
雪娱乐活动。“春季赏花、夏季戏水、秋季
看画，冬季滑冰，刚过去的这一年集体收
入增收50多万元，另外工作人员也是咱
们村的老百姓，大伙儿的腰包也鼓了。
现在我们正在建65套民宿项目，还有房
车营地。2023年，杨泗村老百姓的收入
将再翻番。”谈起村庄建设，杨泗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廉春英信心十足。
据了解，宁河区正谋划新建一海、一

河、一林、一故居，一阁、一岛、一镇、一甑
乡“八个一”农文旅项目，以乡村旅游促
进乡村产业振兴。“我们将新建旅游点位
10个以上，新发展民宿100套以上，新建
3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依托宁河特色农
产品资源，开发陶甑宴、番茄宴、青蔬宴、
河鲜宴等系列‘宁河宴’，打造‘宁河米
仓、美食天堂’旅游品牌。让更多的农村
资源变成资本，让更多的农产品变成旅
游产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工资性、财
产性、经营性收入，让旅游产业真正成为
乡村振兴的致富产业。”宁河区农业农村
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任绍辉说。
旅游与乡村“握手”，希望的田野正

迎来新“丰景”。

宝坻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员检查救援设备
（左二为张国辉）

�众多玉米优良品种在梅厂镇昽森家庭农场
进行集中展示。 陈九志 摄

▲小兔拔拔基地，萝卜刚长出幼苗时期，村民
就开始忙活。 资料图

�在梅
厂 镇 昽 森
农 场 ，技
术 人 员 适
时“送经”
指导。
资料图

▼菊花
采摘期，村
民在下伍旗
镇金花朵朵
中药种植基
地采摘。
胡作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