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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期以来， 农民合作社正在随
着农业现代化急速演变， 它们正日益成为
乡村振兴的 “新火车头” 和 “新发动机”。
合作社是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 有助于农
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 步子迈得开。 近日，
午报记者兵分多路奔赴京郊， 探访了一批
活跃在京郊乡村的新型合作社， 它们思路
开阔， 紧跟时代节拍， 勇于创新， 大步迈
向现代农业产业， 奏响了一曲强劲的 “乡
村振兴进行曲” ———

多产业融合
怀柔板栗让农民尝到“甜头”

□本报记者 边磊

在顺义有一片绿色景观， 你可以看到有上百
种葫芦的葫芦艺术博物馆、体验火绘葫芦的葫芦工
艺体验区、种植葫芦的科普观光长廊。 这里叫北京
吉祥八宝葫芦艺术庄园，曾被列入顺义区“十三五”
发展规划， 已成为北京地区葫芦文化创意产业的
典型代表。

记者了解到， “北京吉祥八宝葫芦手工艺品产
销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在合作社理事长牛
成果的带领下， 村民们一起从事葫芦种植、 葫芦
手工艺品加工销售、 观光休闲农业、 文化旅游产
业开发建设。 如今，随着人才队伍建设、品牌化建
设、 规范化建设不断完善， 合作社成功带动农民
实现脱低增收， 融入产业发展能力正在逐步凸显。

吉祥八宝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模式与其他合作
社有所不同， 其他类型合作社是在社员户原有种
植加工销售模式基础上实现组织带动、 资源整合，
容易体现经济效益。 而吉祥八宝合作社却是完全
依靠自主培养， 以国家鼓励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乡
村旅游政策为契机， 实现不断发展壮大的合作社。
合作社历经十余年的艰苦创业， 实现了从起步阶
段、 培养阶段到产业融合的跨越式发展。

其实， 在创业初期， 合作社也曾遇到很多困
难。 制作火绘葫芦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葫芦源， 而
这葫芦起码要符合外形周正、 表皮完好、 上下能
够成比例的标准， 有时还需要四处收购一些奇形
怪状的葫芦。 “我们现在着重培育一些特大的和特
小的葫芦，形成自己比较独特的风格。 为此， 我们
还请来北京农科院的专家来作指导。” 牛成果说。

后来， 合作社又获得了一家企业的合作和支
持。 前期， 公司出资金为参加合作社的68户农民
免费提供了价值约5000元的葫芦接架竹竿。 “现
在， 合作的公司先给每户免费提供了4到5棵秧苗，

保证他们每棵秧苗能够获利100块钱， 以后再逐步
扩大种植。” 牛成果说。

此外， 合作社的运营发展， 还要克服烙画人
才短缺的困难，为此，他们又开始组建田间学校进
行技艺传授。目前村里已经有50多个农民报名学习
葫芦烙画技艺。同时，为了更持续地满足市场需求，
带动广大农村青年及待业青年创业就业，也是为了
使“老北京火绘葫芦”工艺得到更大传承， 牛成果
又带头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吉祥八宝葫芦工
艺坊 （乡村青年社）， 并得到了市农委、 文委、 团
市委及顺义区各部门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扶持。

“现在我们火绘葫芦卖得很好， 只一面有图
案的葫芦可以卖到2000块。” 牛成果说， “光自己
挣钱不行， 我得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我们也希
望通过一部分农民的带头示范， 吸引更多的农户
加入到合作社当中来。” 牛成果深爱着葫芦产业，
他力图通过新型合作社带动一方百姓， 把老北京
火绘葫芦， 干成轰轰烈烈的文化创意产业。

2019年， 合作社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产业收入
达303万元， 占总收入的70%。 带动葫芦手工艺品
销售170万元，手工艺品总值360万元，带动其他农
产品采摘销售收入68万元。合作社还积极参与国家
脱贫攻坚战行动，投资25万元完成了张家口市沽源
县闪电河乡魏华营村 “非遗助力精准扶贫， 产业
带动脱贫脱低” 项目， 带动当地48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和70多户低收入家庭实现了脱低摘帽， 开辟
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国家脱贫攻坚的创新模式。

“葫芦合作社”带动
低收入家庭脱低摘帽

说起怀柔板栗， 可谓声名远播。 一到入冬，
“栗子， 怀柔栗子” 的叫卖声传遍大街小巷， 散糖
炒栗子四处飘的香味儿更是勾得人食欲大动。 实
际上，怀柔区渤海镇的栗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糖
炒一种吃法。蛋糕、点心、零食中都有怀柔渤海镇板
栗的身影，如今怀柔板栗已经进入了餐馆、饮品店
甚至国外OEM。 而将怀柔板栗品牌特色得以深度
拓展的， 则是北京老栗树聚源德种植专业合作社。

“我们采取保价收购的方法，首先保证栗农收
入高于一般收购价，通过联合知名农业院所，引入
科学种植方法，促使板栗标准化种植，栗农收入提
高， 近几年粗略计算累计增收1000万元以上。” 北
京老栗树聚源德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思鹏说。

在确保板栗质量的前提下，合作社以高于市场
价20%的价格作为最低收购价，即使在市场形势最
差的时候，给予社员的收购价最高也比市场价高出
40%以上。 这样的做法充分保障了当地栗农收益，
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 农民愿意跟着合作社种，
这样规模化、 标准化、 品牌化就有了基础。

“怀柔板栗就是我们本土的特色， 我想让它
走出去 ， 带动我们的村民致富 ， 为家乡出一份
力。” 2017年毕业的李思鹏怀抱着这个想法， 子承
父业， 接手了父亲创办的北京老栗树聚源德种植
专业合作社， 回到家乡做了一名 “新农人”。 合作
社目前共有在册社员及签约农户983户， 工作职员
36人。 经过近十余年的发展， 合作社已从初级农
产品加工原料供应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成为以
板栗的标准化种植管理、 农产品精深加工、 互联
网营销、 休闲观光和文化创意产业相融合， 具备

全产业链能力的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带动了
区域农民增收， 促进了当地农业产业发展。

为农民保价的基础上， 合作社主要通过二产
深加工赢利 。 合作社将原产的质优板栗直供给
21cake、 稻香村、 味多美等知名糕点企业， 黄小
厨、 阿一鲍鱼等餐饮品牌， 顺鑫农业、 御食园等
食品加工企业， 以及citysuper、 华润OLE等一站式
购物店铺， 久负盛名的怀柔板栗， 焕发了新生，
打出新的特色品牌， 让栗农富起来。 以前只有一
季的糖炒栗子， 经过合作社的不断拓展， 形成了
全年都有销售的形势。

“掌握标准是关键， 比如我们供给鼎泰丰的
栗子， 都是以毫米为单位筛选的。” 李思鹏说。

销路好了，合作社又想出了新办法，多渠道为
农民增收。 合作社与北京农林科学院、 北京农学
院、 中国林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
合作管理， 通过标准化种植， 将树间距的长和宽
拉开到4×5米， 一亩地由原来的65棵树调整为26
至30棵树。 树一下子少了一半， 产量却不受影响。

“科学种植不但不会减产， 而且可以解决栗
子过去 ‘大小年’ 的问题。 今年刚刚第一年开始
实验， 后年见成效。 拓宽间距后， 我们还发展林
下经济， 种植了葱头、 栗树蘑、 赤松茸、 羊肚菌
等林下经济植物， 目前正在分地块实验， 成功后
再大面积种植。” 李思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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