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门村有了自己的产业

沙门村是延庆区大庄科乡最小行
政村之一， 全村25户， 50多口人。 村
小人少年龄大， 靠林果业只能维持生
活， 多年来一直没有找到致富门路。

转机出现在2017年春天 。 因为校
村联动项目， 北京农学院派驻大庄科
乡黄土梁村的第一书记李志敏积极引
进香草种植加工项目， 被请来指导村
民种植香草的专家谷继成是北京农学
院的副教授 。 谷继成回忆 ： “当时 ，
北京农学院派驻大庄科乡黄土梁村的
第一书记李志敏告诉我有个村子想发
展产业， 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问我能
不能做技术指导。” 既喜欢研究香草种
植， 又能帮助村民致富， 谷继成毫不
犹豫的接过了这个担子。

通过调研， 谷继成发现延庆夏天
凉爽， 早晚温差大， 又有适合香草生
长的黄土地， 自然环境非常适宜。 当
时， 黄土梁村隔壁的沙门村有三个用
来种菜的温室大棚 ， 种菜收入不高 ，
正带领村民寻找致富途径的支书闫贵
发就将大棚租了出来。

一年来， 闫贵发总是去黄土梁村
参观学习， 眼看着第一年试种金盏菊、
薰衣草等香草获得了成功， 他琢磨着，
这应该 是 村 民 脱 贫 的 一 个 好 时 机 。
2017年底， 在李志敏任期满后 ， 沙门
村顺势把谷继成请了过来。 从此， 沙
门村走上了发展香草产业的道路。

齐聚力产业成规模

为什么选择沙门村？ “沙门村地
理优势更好一些， 辐射大， 更适宜种
香草。” 谷继成说， 还有他被村支书和
村民的诚恳和热情感动了。

谈起闫贵发怎么留住这个专家时，
这位只会干不太会说的村支书不好意
思的笑了笑， 他说： “我当时一门心
思就想， 如果产业在我们村落地， 村
民们就富了。 我就给谷老师打了个电
话， 商谈这事儿。” 谷继成如约来到温
室后， 闫贵发诚恳地请他留下来， 在
沙门村搞科研， 帮着村民致富， 谷继
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之后的三天里，
沙门村开了一次村两委会， 开了一次

户代表会 ， 对于发展香草产业这事 ，
村民全票通过。

在支书闫贵发的带领 ， 还有谷继
成免费的技术指导下， 沙门村开始种
植香草。 只要学校没课， 他都会过来
指导村民， 几乎常驻村里。 闫贵发也
成了名副其实的香草书记， 他带领村
民育苗、 扩繁、 流转土地。 从育苗到
栽植， 再到精油提取， 他每个环节都
积极参与 ， 不断地向专家请教技术 ，
闫贵发每天忙得团团转。 本村劳动力
不足， 闫贵发就从邻村雇人， 带动了
更多人就业。

2018年5月， 世园会的筹备如火如
荼， 市场对花卉和花卉衍生品也表现
出了极大的热情。 沙门村进一步扩大
产业规模， 在全村自有以及从周边村
流转的150亩土地上 ， 完成育苗50万
株， 种了100亩金盏菊和玫瑰天竺葵。
2018年11月 ， 育苗12万株薰衣草和33
万株玫瑰天竺葵， 还有40多种芳香植
物 ， 包括薄荷 、 郁金香 、 百里香等 ，
种类繁多的香草将沙门村周边打造成
了一个满谷幽香 、 色彩绚丽的香草山
谷。 目前沙门村建成了3个温室大棚和
16个地暖式三角棚。

村民人均增收达4万元

用这些香草生产出来的精油也广
受欢迎。 2018年9月， 村里收获了5吨
金盏菊鲜花， 通过设在村里的北京农
学院教授工作站设备， 提炼出1吨金盏
菊浸泡油 。 再通过合作的日化公司 ，
加工成乳液、 精油， 包装成瓶， 目前
在很多电商上都有销售。

为提升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提高组织化程度， 大庄科乡政府指导
沙门村成立香草产销合作社。 无论是
种植香草需要劳动力， 还是加入香草
产销合作社 ， 都优先考虑低收入户 ，
优先带动低收入户增收， 逐步扩大辐
射范围。 不仅使用本村劳动力， 景而
沟村、 霹破石村等村村民也在沙门村
打工， 每人每天能收入100多元， 最多
时有一二百人同时劳动 。 2018年黄土
梁、 沙门、 景而沟3个村人均增收1.4万
元， 其中沙门村人均收达4万元。 不仅
村民自己富了， 还带动周边村民走上

致富的快车道。
产业落户直接带动了沙门村村民

就业。 以前， 村民们靠种地， 一到冬
天只能闲在家里， 一年下来， 人均收
入也就1700元左右。 现在， 冬天育苗，
春天栽苗， 秋天维护， 一年四季都有
活干 。 钱包鼓了 ， 村民干劲更足了 、
民心更齐了， 为了做大香草产业， 打
造香草谷， 村民从去年秋天到现在只
休息了四天半， 过年也只休了三天。

记者走进沙门村， 晚上6点多， 村
民还在地里、 温室里、 车间里忙活着。
在地里为薰衣草除草 、 浇水的村民何
风英说： “咱村有了自己的产业， 干
着起劲儿， 去年我们两口子挣了不少
钱 ， 钱包鼓了 ， 生活更有奔头了 。”
她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

把成熟技术留给村民

不只是带着村民致富，还要把成熟
的技术留给村民，把完整的产业留给合
作社，这才能让他们走上致富的永久道
路。 从哪个部位剪苗，插苗的间距需要
多大，土怎样配置……从种植香草到提
炼精油，谷继成尽心的把技术一点点教
给村民。 “村民都非常淳朴， 学技术
也很认真。” 谷继成说。

村里还建设了制皂车间 ， 请来了
专家万菊兰教村民加工手工皂。 两位
专家常年驻村， 近两年来， 培养出一
批技术能人和小村工匠。 村民郝秀萍

就是一名 “半路” 工匠。
记者走进手工皂操作间 ， 郝秀萍

仔细地码放着一块块白如凝脂、 整齐
划一的香皂。 在整个操作间里， 像这
些精致的香皂， 有上万块之多。 这些
不是机器制作切割， 都是郝秀萍亲手
制作打磨完成的， 是真正的手工香皂。

提取原料， 精密称量 ， 按科学配
比， 充分混合调制， 郝秀萍每一步骤
都细致谨慎， 认真对待 ， 香皂做的细
腻精致。

2017年 ， 郝秀萍还是一名普普通
通的村民， 过着靠山吃山、 农闲外出
打工的日子。 “以前我在农家院打工，
骑电车走很远的山路 。 现在家门口 ，
每个月就有3000元的固定收入。” 比起
过去， 如今在家门口做香皂的郝秀萍
一脸幸福。

世园会开园后， 用沙门村的香草
为原料制作的化妆品还踏入了世园会
的大门， 摆上了世园会中国馆内北京
农学院的展台， 精致的化妆品礼盒带
着淡淡芳香， 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
香草产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不仅提升
了村里人的收入， 也让大家对未来的
发展更有信心。 沙门村虽小， 但是却
撬动了一个大的产业，。 同时， 沙门村
虽没有低收入户， 但是却为低收入者
打开了一扇门， 为政府分担、 为百姓
分忧。 沙门村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越走越宽。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陈艺/摄

在北京延庆区沙门村与景而沟村交界处， 藏着一个悠长的山谷，
依着地势， 一座香草产业园在这里建设起来。 走进香草园， 微风中送
来阵阵花香， 一栋栋整齐的大棚里种植着各种香草， 鸳鸯在水渠里畅快
地游来游去， 梯田上成片的薰衣草已经泛起了紫色。 待到薰衣草盛开的
9月， 这里将是成片的紫色花海， 游客能参观、 拍照、 体验做手工皂、
品香草餐……

““农农技技专专家家来来了了，，咱咱们们村村大大变变样样了了！！””

专家在传授手工皂制作流程。

▲沙门村村支
书闫贵发带着村民
学栽菌苗。

▲农技专家谷继成在
观察香草小苗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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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沙门村致富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