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窑青年亭
80 后农业带头人许冠创新产业扶贫模式

一颗红心勇担当

本报记者
2017 年袁80 后青年许冠积极响
应我市精准扶贫的号召袁 先后与我
市十条贫困村合作袁建立种养基地袁
提供技术支持袁 用扶贫户种植的瓜
果蔬菜来喂养猪袁 请扶贫户来帮养
猪袁并负责收购销售遥他精心打造的
野许冠窑果蔬猪冶成了名副其实的野扶
贫猪冶袁他也成为了农村扶贫的中坚
力量遥 2018 年袁许冠更加主动地融
入到产业扶贫的模式创新和实际探
索中去袁整合资源袁一颗红心建立扶
贫园区袁 努力践行农业带头人的扶
贫担当袁实现野消费者吃上健康安全
食品袁扶贫户脱贫致富奔小康袁企业
创效增益促发展冶的三方共赢局面袁
形成良性循环袁 为地方发展做出贡
献遥
野许冠窑果蔬猪冶背后的使命担当
许冠将十年苦心研究的微生物
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上袁 创办湛江
五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袁 向市场推
出酵素猪尧酵素鸡尧酵素菜等生态酵
素食品袁 从颇有名气的种养大户转
变为当之无愧的微生物生态农业领
军人物遥 许冠还用自己的名字和头
像注册了商标袁 用自己的声誉向市
民做保证袁 许冠这个商标的生态食
品可以放心买放心吃遥
一系列的生态酵素食品不仅口
味好袁而且安全尧健康袁符合当下消
费者的需求袁而深受市场欢迎遥尤其
是野许冠窑酵素猪冶袁让消费者印象最
深刻的是吃出了儿时农家猪的香
味遥 许冠告诉记者袁 他原先是种莲
藕尧养水蛭的袁转行养猪是因为看到
猪饲料中滥用抗生素尧 瘦肉精尧激
素袁猪肉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味道遥所
以决心用微生物技术研发出果蔬酵
素饲料袁养足 300 天出栏袁让消费者
吃到无激素尧无瘦肉精尧无抗生素的
三无好猪肉袁 吃回令人回味的猪肉
香袁这就是许冠养猪的初心遥
从 2017 年开始袁许冠的初心除
了消费者袁还多了一个贫困户遥细心
的消费者发现袁许冠的直营店把野许
冠窑酵素猪冶更名为野许冠窑果蔬猪冶袁
但不为人知的是背后的使命担当遥
野其实猪还是一样的猪袁不同的是与
精准扶贫有了密切的联系遥 公司在
2017 年先后与十条贫困村合作袁大

量收购扶贫户种植的瓜果蔬菜袁用
来制作成饲料来喂养猪袁 还请扶贫
户来养猪袁 所有的猪我们都负责收
购销售袁保障了贫困户的利益遥 冶许
冠说袁改名是为了更接地气袁强调用
果蔬发酵喂养的核心技术袁 不仅企
业参与到扶贫事业中袁 也想得到消
费者的支持遥
许冠认为袁 扶贫户脱贫是离不
开农村最基本的果尧蔬尧猪袁野许冠窑
果蔬猪冶将三样有机结合起来袁果蔬
养猪袁猪粪又为果蔬施肥袁发展循环
经济袁 能一次性帮助扶贫户解决最
实在的问题袁实现多样化增收袁是一
个理想的野造血式冶扶贫产业遥
野包产包销冶让贫困户吃下定心丸
许冠建立了企业与贫困户紧密
的利益联结机制袁野包产包销冶 让贫
困户可以无忧无虑搞生产袁 并且取
得可观的收益遥
在青平镇香山村的种植基地袁
贫困户陈王负责 60 多亩的玉米遥 陈
王说袁好的玉米自己可以拿出去卖袁
也可以请许冠帮忙联系商家收购袁
次点的则全部由许冠收购去喂猪袁
不会造成半点浪费遥 野没有喷农药袁
剥开玉米直接生吃都可以袁 这样猪
也吃得安全遥 冶陈王说不再忧愁卖不
出去袁未来的生活有奔头尧有干劲袁
对脱贫致富也充满了信心遥
许冠将陈王等扶贫户养殖的瓜
果蔬菜全部运回到石城镇深水垌村
的饲料储备点袁 在那里制作出果蔬
猪的食物要要
要果蔬酵素饲料遥 许冠
告诉记者袁首先是清洗果蔬尧果蔬打
浆袁 然后在果蔬原浆里添加酵母原
菌袁装罐发酵袁最后是取出发酵完成
的水果原浆袁 再与五谷杂粮配比成
水果饲料遥
制作好的饲料将配送到各贫困
村的养殖基地袁 营仔镇大山村就是
其中一个遥 大山村贫困户叶慧林负
责看管该村的养猪场遥 野我自己就养
了 20 多头猪袁也有帮其他贫困户代
养袁 每个月有 3000 元的固定工资袁
还可以享受分红袁 生活比以前富裕
了很多遥 冶叶慧林说袁许冠提供饲料
和技术指导袁以及负责收购袁所以她
只要安心养好猪就可以了遥
大山村以前无集体收入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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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园区助脱贫
李文静

肖挺

图为许冠渊中冤为营仔镇大山村贫困户叶慧林指导养猪技术 肖挺 摄
2017 年 5 月养殖 300 头果蔬猪袁全
部由许冠回收袁利润为 9 万元遥 野许
冠窑果蔬猪冶这个产业让大山村初尝
了甜头袁 该村的帮扶单位还计划加
大投入袁 扩大生产规模袁 让甜头更
甜遥
为了让贫困村得到更多分红袁
实现稳定脱贫袁 许冠想方设法开拓
市场袁 除了将果蔬猪销往自己的直
营店袁还开设专卖柜台袁进驻湛江各
大大型商场遥 此外袁他用果蔬猪进行
加工袁生产果蔬猪腊肠销售袁增加产
品附加值遥
野扶贫园区冶铺就稳定脱贫新路子
许冠所合作的十个贫困村袁每
个村都是单一的养殖场袁 或养猪或
种果遥 虽然都取得不错的收益袁扶贫
户享受到了分红袁 但种养基地过于
分散不利于生产和管理袁 也增加了
运输成本遥 为了利益最大化和便于
管理袁 许冠想到了一个新的扶贫模
式袁 就是每个贫困村都建立一个扶
贫园区袁将养殖基地尧种植基地都集
中起来袁打造资源节约型尧环境友好
型循环农业的扶贫示范园区遥
野在扶贫园区内建立若干个独
立完整的绿色循环的种养基地袁就
是把一块大的土地分成几小块袁每
个小块就是一个独立的循环袁 以生
猪养殖与种养植相结合袁 每个区域

都能获取持续的利润遥 冶许冠说袁扶
贫园区计划建设 50 亩约 80 个集装
箱猪舍尧年出栏猪 1500 头规模的生
态养殖场袁 以科学养猪为主要种养
区袁 按照猪的排泄物的比例规划大
棚蔬菜种植区尧 果树种植区尧 鱼塘
等袁形成野猪-菜-鱼冶的立体循环遥
许冠介绍袁 扶贫园区内的每个
种养基地都可以看作一个 野小企
业冶袁由贫困户来认领遥 有劳动能力
和有意愿的贫困户可以自行经营管
理自己的野小企业冶袁相当许冠的野合
伙人冶袁他们付出的越多袁回报就越
高遥 其余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可以
让许冠专业的托管团队进行有偿托
管袁 不需要参与任何管理都可以获
得野小企业冶盈利的 30%利润遥 许冠
会统一收购扶贫园区生产的产品袁
再以扶贫园区自创的品牌统一销售
出去遥
野这虽然还只是个设想袁但可以
预见未来的效果遥 因为分散的养殖
基地都能创造不低的收入袁 那么把
资源集中起来袁 将会降低 60%的成
本袁增加 40%的利润遥 冶许冠说袁扶贫
园区坚持利益与环保并重袁 具有持
久性尧连续性尧循环性尧环保性袁力图
既能给扶贫村带来经济效益袁 又能
极大的促进地方农业经济在稳中求
快尧快中求精的方向发展袁带动当地
扶贫户共同致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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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母亲重感冒
把琐事搁置
把车寄放罗二
揣着不安 滴滴出市
从西面河畔出行
一路疾驰
小寒日
附院急诊扎堆的人群
密匝匝 茫茫然
也不顾逆风小雨
我依着血脉
依着母亲打吊滴的地方
找到了
找到了我生命中的北斗
母亲的脸庞
纵横着西面小河
流淌不曾干涸的缩影
四肢暴筋凸显
故乡小河两岸劳累的屐痕
母亲袁您老了
可我们在您眼里
还长不大
临时的病床上
您依然用春风满面
掩饰流感的疲惫
野没事袁没事遥 走来干啥冶
小寒天
您露出的那排假牙
很白很白

冰花剪影随想
当零度将发梢雕刻冰花
心依然有一条暖暖的河流
延着远离大山的脉络
流向希望的大海
朝着太阳的方向东行
贫寒的雾霾缠住薄衫的日子
也许在八岁不相称的双手
与 99 分试卷
演译人生的灿烂
孩子袁你努力
一切苦难都会过去
那定格的冰花
将在阳光下融化
开出绚丽的山花
转身成耀眼的光环

翻秋的爱
你不懂袁我不怨你
醒来已是黄昏

边品边走
又见寒鸦戏游
只恨等望太久
鱼沉雁走
那刻袁不需回首
等 等你 你等
深切切肤
忘乎前由
未卜今生
而今
愿为那刻叩首
倘若可以清零
不再为你游埠风

风袁总惊动了草
人纯草正野
当年袁我情定这小村
再回寻
斯人又在
想你袁在这芳草年邂逅了
渐去的年华
倘若在那雨歇的日子
能把乡野的芳华
血淋淋的交给你
那幼稚的承诺
我很无语
不需后悔
唯有袁随年轮
长出心累的花

儿时糗事
小学时
有一页自己的课文
叫什么来着
我不清楚
你不曾记起
我却念念不忘
荷兰豆花
依着样板戏的段子
我偷摘了
虔诚带几分庄重
而你袁用左手拍打
右手却戳得我笑哈哈
如今 同学再聚
你那孙女
不停的阿嘛阿嘛
我却从这多情的故土中
咀嚼着
这枚不该凋零的花

关于野耶美丽廉江窑魅力橙乡爷碧桂园杯迎春摄影展冶评选结果的通报
野美丽橙乡窑魅力廉江冶碧桂园杯迎春摄影展获奖名单
各镇渊街道冤尧市直各单位院
野我们的中国梦要要
要文化进万家暨新春走基层冶春节系列文化活
动之一的野美丽橙乡窑魅力廉江冶碧桂园杯迎春摄影展袁自今年 1 月 9
日发出征稿启事之后袁得到市内外广大摄影爱好者的大力支持袁在短
短的 20 多天时间内共收到 120 多位作者寄来的 820 多幅作品 渊含组
照冤遥 这些作品风格多样尧题材广泛尧主题鲜明袁展示了我市经济社会蓬
勃发展尧城乡建设成就尧丰富的人文文化尧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民群众
的和谐尧幸福生活等遥 按照宁缺毋滥的原则袁经过专家公平尧公正的评
选袁最终评出特等奖 1 名袁一等奖 5 名袁二等奖 10 名袁三等奖 17 名曰优
秀奖 52 名遥 渊具体获奖名单见附件冤遥
希望获奖的同志再接再厉袁 一如既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袁传递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袁为将廉江建设成
宜居宜业的北部湾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谱写新篇
章遥
附件院野美丽橙乡窑魅力廉江冶 碧桂园杯迎春摄影展作品获奖名单

廉江市委宣传部
廉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18 年 2 月 5 日

特等奖 1 名院
陈 裕 作品名称叶橙乡之夜曳渊组照冤
一等奖 5 名院
郭龙碧 作品名称叶梦曳
王 毅 作品名称叶春祭曳
黄海明 作品名称叶民主曳
彭镇强 作品名称叶龙腾盛世曳
罗汉章 作品名称叶花园式碧桂园窑盛世华府曳
渊组照冤
二等奖 10 名
李日金 作品名称叶窑工曳渊组照冤
黎 进 作品名称叶红橙佳节日曳 渊组照冤
全恒聪 作品名称叶窗外透进来阳光曳渊组照冤
胡均廉 作品名称叶百鸡宴曳渊组照冤
胡 蓉 作品名称叶田园美景曳
陈华胜 作品名称叶耕海曳
全凌锋 作品名称叶荔枝丰收曳
黄 任 作品名称叶乡村狮子曳
罗立坤 作品名称叶汕湛高速渊廉化段冤曳渊组照冤
游献广 作品名称叶捕鱼曳渊组照冤
三等奖 17 名

廉江市 '2018叶野我们的中国梦冶文化进万家曳
春节活动安排表
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举办单位

2月3日

湛江市原创村歌精品迎春大汇演

市文化广场

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市文化馆

2月10日晚8：00

军民共建春节联欢晚会

武警中队

市广场舞学会
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市文联、书法家协会

2月上旬

送春联进基层

部分镇村

2月上旬

迎春晚会

市文化广场

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市文化馆

年初一上午10:00

体育舞蹈（一）

市文化广场

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年初一晚上8:00

体育舞蹈（二）

市文化广场

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广场舞协会

年初二晚上8:00

大学生文艺演出

市文化广场

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廉江学生志愿者联合会

年初三晚上8:00

戏剧曲艺晚会

市文化广场

市委宣传部、市文化馆

年初四晚上8:00

体育舞蹈（三）

市文化广场

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体育舞蹈协会

年初五晚上8:00

体育舞蹈（四）

市文化广场

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国标舞学会

春节期间

曲艺进基层

镇、街

市委宣传部、市戏剧曲艺家协会

春节期间

迎春摄影作品展

市博物馆

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市文联

春节期间

镇（街）文化活动

各镇（街）

各镇（街）

陈秋玉 作品名称叶深入群众化解矛盾曳渊组照冤
陈 裕 作品名称叶橙乡足球盛会曳 渊组照冤
郭龙碧 作品名称叶工业蓬勃发展曳 渊组照冤
彭镇强 作品名称叶高垌的春种秋收曳渊组照冤
揭 琼 作品名称叶盛典曳
李子熙 作品名称叶舞龙曳
黄 任 作品名称叶服务周到曳
陈秋玉 作品名称叶巧手制造曳
李文静 作品名称叶敬老院里乐声飘扬曳
张 浩 作品名称叶手艺人曳
张建华 作品名称叶尊老爱幼曳
李海波 作品名称叶打铁曳渊组照冤
罗汉章 作品名称叶碧桂园窑盛世华府曳(组照一)
罗汉章 作品名称叶碧桂园窑盛世华府曳(组照二)
卓明山 作品名称叶草编曳(组照)
卓明山 作品名称叶传统陶瓷曳(组照)
卓明山 作品名称叶杨桃沟印象曳(组照)
优秀奖 52 名
林华春 叶安铺花海曳尧 林华春 叶夕阳下的龙营
围曳尧陈春柳叶绿野仙色曳尧胡均廉叶廉江市第八
届红橙旅游文节开幕式盛况曳黄梅香叶人民公

园曳尧黎进叶书法家为民挥毫曳尧黎进叶爷孙俩练
彩绘曳尧林良浩叶清洁者曳尧周宁叶电饭锅生产
线曳尧周宁叶廉江碧桂园曳尧周宁叶廉江东交通枢
纽曳尧钟桦茵叶古镇之春曳尧钟文叶绿野曳尧揭琼叶签
约曳尧揭琼叶守护者曳尧揭琼叶执政为民曳尧揭英隆
叶言传身教曳尧陈华胜叶美山羊曳尧陈希宇叶敬师节
鲜花献恩师曳尧陈希宇叶农村新貌曳尧梁鹏叶魅力
廉江曳尧谢建伟叶海之歌曳尧肖挺叶最美湛江曳尧
吴培忠叶舞鹰雄曳尧肖挺叶禁毒曳尧符栻琼叶果甜人
欢曳尧陈春柳叶廉城夜色曳尧李抗震叶科学养鸡曳黄
巧叶新风尚曳尧陈秋玉叶收割曳尧李日金叶九洲江健
儿曳尧全凌锋叶红橙熟了曳尧全凌锋叶绿色地球曳尧
邓成叶茶园乐章曳邓成叶廉江老外曳尧李文静叶欢
乐彩跑曳尧张慧惠叶外国人的廉江茶缘曳尧钟景英
叶爱心剪刀曳尧李楚静叶书之城曳尧李文静叶学雷
锋曳尧张建华叶拼博曳尧卢芳霞叶言传身教曳尧彭镇
强叶春来采茶忙曳尧彭镇强叶舞龙贺岁曳尧黄任叶禁
毒曳尧黄任叶养鸡能手曳尧黄任叶小路曳尧全恒聪叶耕
海人曳尧全恒聪叶维护曳尧宋代润叶家园曳尧游献广
叶鱼曳尧卓明山叶休闲农业－红江橙曳

邪教的危害院
残害生命袁侵犯人权袁骗取钱财袁精神控制袁破坏生产袁扰乱社会袁侵蚀政权袁践踏法律遥

邪教如何骗人院
用歪理邪说欺骗人袁用宗教幌子蒙蔽人袁用治病免灾诱惑人袁用小恩小惠笼络人袁用暴力行为
胁迫人遥

遗失
声明

广东粤强电器有限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廉江市支行核发的 叶开户许可
证曳袁核准号 J5912000670102袁现声明作废遥

遗失
声明

廉 江 车 板 仁 爱 医 院 遗 失 叶 医 疗 机 构 执 业 许 可 证 曳袁 登 记 号 院
PDY02292144088117A1001袁现声明作废遥

遗失
声明

廉江市石岭镇山口村 127 号李浦生遗失廉江市公安局签发户口簿壹本袁声明作废遥
梁秀芬尧谭忠和遗失谭梓浩叶出生医学证明曳编号院R440515760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安铺镇陈宗泽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7 年签发的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