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长春工程学院脱
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舒
英利， 被选派到白城市洮北区
东胜乡新合村担任第一书记。

驻村后，舒英利始终坚持把
党建工作作为甩掉贫困村帽子
的重要抓手。 全面落实“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严
格履行村务程序公开、 加强党
的思想建设、 充分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 加强反腐倡廉建

设……他以党建工作的实效促
进各项脱贫工作的开展。

如何帮助贫困户摆脱贫困
走上致富道路， 是舒英利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 2017 年，在他
的努力下， 白城市洮北区新合
农机专业合作社成立， 每年分
红能为贫困户带来稳定的收入
来源，当年就带动贫困户 38 户
72人脱贫。 合作社还为贫困户
自有土地提供免费耕种收服
务， 并为其他村民提供有偿服
务。

截至去年末， 合作社产生
收益近 30 万元，为贫困户分红
5.58万元。 今年春季，合作社机

械旋耕土地约 500 公顷， 毛收
入近 20万元。

与此同时， 舒英利带领驻
村工作队加大庭院经济扶持宣
传力度， 鼓励贫困户及新合村
所有农户在自己家小院大力种
植杂粮、杂豆、无公害水稻、玉
米等农作物。 他还争取到洮北
区委、 东胜乡党委以及长春工
程学院党委的支持，采取“包保
单位 +企业 + 贫困户” 的帮扶
模式，通过包保单位、企业和贫
困户产销结合、 原产地生态供
应链优势相结合， 加大对新合
村农副产品的培育和扶持，形
成特色品牌“生甡谷物”。

企业为农户提供种植技
术、优质种子、有机肥料等，实
施订单农业。 秋后包收，打造具
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产品，让
农户不愁销路、安心种田、种出
好田，获得了较高的种植收益。

为拓宽销售渠道， 提升农
副产品品牌影响力， 舒英利亲
自为贫困村主体农产品及特色
农产品代言， 多措并举促进增
收。 据他介绍，“生甡谷物”农产
品一部分销往长春工程学院学
生食堂和教职工食堂作为生活
用粮， 一部分利用学校校友平
台宣传推介， 并借助学生建立
的“红色筑梦之旅”电商平台销

售。
通过以上销售渠道卖出的

农副产品， 企业还将拿出销售
额的 10%作为扶贫资金， 主要
用于新合村贫困户年底分红以
及贫困家庭发生意外事件等救
助。

“在半年时间里，我们共销
售精品大米、白面、杂粮和豆油
近 60 万斤，合计销售额近 150
万元， 获得扶贫资金近 15 万
元， 为贫困村兜底脱贫打下了
坚实基础。 ”舒英利表示，如今
新合村已经脱贫 35 户 68 人，
预计今年末将实现全部脱贫目
标。 /记者 高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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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经济铺就致富路
寻找
第一书记 代言系列

莲花山花海大道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十里花田风景路 花开时节动春城

用眼睛欣赏四季，用色彩记录莲花山。 8 月 30 日起，莲花山花海大道已面向市民正式开放，这场免费的花海盛宴
吸引了周边的游人纷沓而至。 据统计，中秋小长假期间，莲花山花海游客接待总量达 5 万人次。

赏花：7 个色系、27 种花卉争奇斗艳
车辆驶入莲花山度假区内，

就能看见劝农大街两旁， 一片
片美丽的花海， 迎接着八方来
客。 今年的莲花山花海景观大
道，按照“花海大道，风景艺廊”
的总体定位，打造出了“十里观
花风景路，千亩花田大地景”的
壮美景观。 落位于莲花山劝农
山镇的莲花山花海景观大道，
北起莲花山大路交叉口， 南至
蒋家广场，全程 7.5 公里，沿劝
农大街两侧徐徐铺开，形成“一
带、多点、多片”的花海景观布
局。 从功能分区上形成了景观
核心区———星空房帐蓬营地主
景区、亚泰花海组团、力旺花海

组团、 世茂花海组团与劝农大
街两侧花海景观带。 其中步行
游赏园路万余米， 包含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景观、花
海主题风车、花海秋千、花海画
框、观景台、稻梦空间及若干风
景小品设施等多种景观设施。

“暗暗淡淡紫， 融融冶冶
黄。 ”的确如游客们所称，与往
年相比， 今年莲花山花海景观
大道种植面积更大、品种更多。
据悉， 今年莲花山花海栽植面
积达 140多公顷， 是去年花海
面积的两倍多， 而且今年种植
花卉的种类较去年也增加了 10
多个品种。 7个色系、13种颜色

渐变， 花海品种达到了 27 种。
百日草、万寿菊、翠菊、孔雀草、
金盏菊、鼠尾草、串红、马鞭草、
波斯菊、假龙头、小丽花……品
种不同的花卉，次第开放，不间
断地为游客送上美景。

花海周围， 还有无数的旱
稻田、玉米及向日葵、黍子等景
观经济类农作物， 使花海看起
来更加壮观美丽。“平时工作很
忙，压力也很大，总是找不到放
松的方法，今天和同事闲逛，走
到这片花海， 感觉整个人身心
愉悦。 如果只能短途旅行，我一
定会选择莲花山的这片花海。 ”
游客范宇告诉记者。

小憩：俏天池主题驿站让您惬意舒适
如果您意犹未尽， 想留宿

小憩。 星空房帐蓬营地、俏天
池主题驿站、莲花山滑雪场宾
馆，莲华耘宇度假村都是不错
的选择。 山间木屋、集装箱别
墅、星空帐篷各类民宿特色各
异，总有一款你能中意。

在星空房帐蓬营地中，碧
绿的草地上， 一个个半球形、
透明的星空帐篷彷佛点缀在
绿海中的“钻石”。 白天，它是
绿海中的“星星”；夜晚，它则

成了观看星海的“天窗”。 星空
帐篷坐落在花海核心区，打开
帐门就是大自然，抬起头就能
看到星河。

俏天池主题驿站地处花
海大道北部的起止点，这里不
仅有景观湖、 临水栈道等优美
风景，还具备综合广场、餐吧、
服务中心等完善的休闲、 食宿
等配套设施，为观光游客服务。
长春莲花山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刚尚锋介绍说， 俏天池

主题驿站林下的木屋， 设施齐
全的集装箱民宿， 可以让游人
忘却城市的喧嚣， 沉浸在露天
泳池里尽情地去亲近自然。

除了各种民宿，还有“真
人 CS”游戏场地，配有先进的
电子激光设备，市民和游客可
以和朋友、家人来一场惊险刺
激的“枪战”。 经过紧张激烈的
游戏后，静下心来，在鱼塘边
悠闲地钓几尾野生鱼，放空自
己，不亦乐乎。

美食：回归质朴 体验特色土窑焖制

花海周边最出名的美食当
数“鑫海土窑焖制”，前不久还

上了中央电视台《美丽中国乡
村行》的《莲花山寻宝记》。农村

土窑，粗犷、直接，在地上直接
建造的深坑，里面用烧炭，锡纸

点赞：“花开大地阡陌间，献礼祖国柒拾年”
据了解， 自 2012 年以来，

长春莲花山每年都种植花海，为
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提供了一
个观光旅游的好去处。今年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也
是莲花山度假区高质量绿色发
展的一年。为丰富长春市民以及
来长游客的文化娱乐生活，展现
莲花山发展成果和辉煌成就，长
春莲花山度假区管委会举办以

“花开大地阡陌间， 献礼祖国柒
拾年”为主题的“莲花山花海大
道市民开放季”活动，为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献礼。

活动期间， 不仅有美丽的
花海可以观赏， 莲花山度假区

还精心策划组织莲花山花海宝
贝征集活动、 莲花山花海市民
开放季首发式、 全域旅游峰会
曁公共艺术装置设计大赛、莲
花山花海摄影大赛等一系列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本
次“莲花山花海市民开放季”助
阵。

赏百花争艳，看蜂飞蝶舞。
浪漫的花海大道、 怡情的山间
木屋，让人垂涎的美味佳肴，一
望无尽的碧“海”晴天。 这个秋
天，您一定要来莲花山逛一逛，
赏浪漫花海、享饕餮美食、住星
空帐篷、观十里画廊……

/记者 韩玉红 报道

■莲花山花海地址：
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

区莲花山大路与劝农大街交会
南行 3.6 公里 。 咨询电话 ：
0431-82006077。

（1）自驾出行
具体路线：

路线一： 东方广场———东
自由大路———龙双公路前行约
5公里

路线二： 东方广场———珲
乌高速———雾开河大街———东

自由大路———龙双公路前行约
5公里

路线三： 东方广场———珲
乌高速———龙双公路前行约
15公里
（2）公交辅助出租车出行：

坐公交或乘坐出租车至人
民广场———101 路公交———蒋
家终点(花海大道南入口)

坐公交或乘坐出租车至乐
群街———181 路公交———莲花
雅居终点———乘坐出租车到项
目地

/ 温馨提示 / 出行攻略看这里：

包着肉放里面， 然后铺上烧熟
的红砖，之后再埋土。这样焖制
出来的肉能锁住油脂和水分，
软香美味。

据介绍， 在莲花山花海农
场同样也可以品尝到土法制造

的各种美食， 还可以组织一次
凝心聚力的拓展活动， 开一场
烧烤趴或音乐趴，洒脱、狂欢、
热情，美食、美酒、美人 ……一
撮篝火、一缕烟花，体验被时间
放慢了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