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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文王官村发展赤松茸助力脱贫攻坚直击———

摘掉贫困帽 一“菇”作气

陈贤松是王官村“因残致贫” 的

典型代表， 一岁时身患小儿麻痹症，

右腿踮跛。 为人憨厚，勤俭，娶了媳

妇，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在读中专，一

个读小学。

“没文化、腿脚不方便，没出过

远门，都是在自家薄地上种点蔬菜换

些油盐钱” ， 关于陈贤松的家境，驻

村近两年的刘星最深的印象是，“大

冬天里，下冻雨，他还跛着脚到山上

捡柴禾，因为烧不起煤” 。

2019 年 10 月，刘星找到了陈贤

松。“我们驻村工作组请到了广州科

博农业技术研究院贵州分院的专家，

前期对我们村土壤、 环境做过评估，

想引进赤松茸和金香蜜瓜种植，你想

试种不？ ” 陈贤松清晰地记得，那天，

还没等到刘星说完，他就抢话“我要

干、我一定要干好” 。

陈贤松事后说，满口答应就是基

于对他们驻村工作组的信任。“工作

组来前，我们从不去村委会，好像不

存在一样；他们来后，解决了好多村

民积怨多年的土地、家族纠纷，还修

了吃水的蓄水池” 。

陈贤松找贵州省农科院技术员

指导学习了 40 天，尽管很少拿笔，期

间，他还会认真地在笔记本上记录只

有他自己能看得懂的“技术要点” 。

学习期满，“驻村工作组” 给陈

贤松协调到 4.5 万元扶贫贴息贷款，

建了大棚，引进输水管道，农科院专

家又来到村里，陈贤松开始在自家的

实验基地试种。

一天，有心的陈贤松发现，育下

的瓜秧苗下午时段长势很好，过了一

夜，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枯了。 电话咨

询了农科院的专家，被告知可能是一

种夜间活动的害虫所为。陈贤松从下

午 4点就守在地头，准备了 3 把手电

筒，摸排了到凌晨 5 点，终于抓住了

吃秧根的害虫，送到农科院，很快就

得到治理方案。

幸福来得太突然。不仅金香蜜瓜

试种成功， 平均一个熟瓜售价在 50

元左右；赤松茸从种下到收菇的 4 个

月里，还掉贷款，陈贤松还净赚了 6

万多元。

为鼓励陈贤松继续探索并扩大

种植规模，曾做矿产生意，现在王官

村主持工作的科技副主任陈卫东，私

人拿来 37 万元， 并丢给陈贤松一句

话：“大胆干，赚钱再还本，赔了算我

的” 。 试种的成功给了所有人新的希

望，在刘星等人的协调下，很快，陈贤

松又流转到 26亩地种植赤松茸。

从一无所知到自称 “了如指

掌” ，关于赤松茸，陈贤松现在能从

种植、采摘、存放到各种吃法侃侃而

谈。 就连《舌尖上的中国》里关于云

南那个藏族女孩进山寻找野生赤松

茸的镜头都被他翻录下来。

“人工培育的赤松茸营养丰富、

香味浓郁， 可与野生松茸相媲美，含

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及维生素，

其中维生素 PP 的含量是甘蓝、 西红

柿、 黄瓜的 10 倍， 蛋白质含量达

25.75%” 。

每有外人前往，陈贤松都会随手

采下鲜菇热情递上， 并示范弹掉泥

土、擦皮生吃；还用一根指头做标比

对，推广他的赤松茸多是一指菇（一

级菇）。

赤松茸从种到采约 60 天周期，

且自开采日起可连续采摘 4个月。陈

贤松第二批种植到赤松茸最集中上

市的时候，恰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

为严格时期，陈贤松让大儿子给自己

花 2800多元买了平生第一部智能手

机，儿子教他微信聊天，上网发布消

息。 “网上一天能卖出去六七百斤，

按照当季市场价都是 30 一斤， 想到

国家有难，我都是卖 20块一斤” 。

除此，驻村第一书记刘星还主动

联系了自己的派出单位贵阳市公安

局白云分局。 3月 19日，上千斤的鲜

赤松茸被白云分局民警抢购一空，多

渠道最大程度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

村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缓解，

除了保底价收购，目前，抛开贵州省

内多物流园与商超外， 来自安徽、广

东、四川、福建等地的预约采购电话

络绎不绝。

闲下来， 陈贤松悄悄算了一笔

账。 一天平均出菇七八百斤，每斤按

十元毛利润，他一天的进帐就是七八

千块。“咋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贫困户

嘛” 。

刘星等人之所以进驻王官村，是

因为该村曾是“后进村” 。

龙场镇王官村村支两委工作人

员曾长期空缺，被定义为“软弱涣散

基层党组织” 。 2019 年 “驻村工作

组” 入驻时，全村 608 户、2085 人，贫

困户 19 户 57 人，村民收入来源主要

依赖外出务工。

王官村九组的张永斌现在是陈

贤松基地上 4个驾驶员之一。早年独

自在浙江打工多年， 在车间流水线

上，每月,4 天休息，加班加点干平均

月收入也不过 5000 左右， 他说除开

租房，日常花销，一年到头能剩下 2

万还得精打细算着过，最受不了的是

与妻儿的长期离别之苦。

“我现在开车送赤松茸底薪

2500，每卖出一斤提成两毛钱，一个

月下来也不低于 5000 块， 最好的是

每天都能回家吃饭” ， 张永斌说，陈

贤松还经常请他们吃饭喝酒，大家都

干得称心。

贫困户周敏戴着草帽，正弯腰采

摘赤松茸，动作娴熟，三个手指轻轻

捏住菇头， 顺势旋转， 几乎不带泥。

“我是从最开始就跟着学采摘的，后

来的采菇邻居基本上都是我教会她

们的；我们采一斤是 7�毛工钱，一天

一个人能采 200 多斤鲜菇” ，作为村

里的困难户，周敏上个月领到手的工

钱是 5360 元，“希望这赤松茸一直

好好种下去，越种越多，我们都可以

在家门口找到钱” 。

有这种想法的远不止周敏一人。

距离当前基地几百米外的一处叫

“猪坝腿” 的松树山坡上，修建蓄水

池的水泥和砂石已经运达，“我们要

在这里发展林下种植，要一年四季都

有新鲜赤松茸可采有售” 。 王官村科

技副主任陈卫东说，林下种植基地建

成后，加上露天基地，王官村的赤松

茸种植面积将达到 120亩。

此外，由村里牵头成立产业合作

社，村民可以利用自家土地、劳工、资

金等多种方式加入合作社。以产业发

展带动就业、 让村民可持续增收、真

正实现脱贫有道、致富有路。

摘掉贫困帽，陈贤松以“菇” 作

气； 发展新农村， 王官更要一鼓作

气。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志红

“通夜打手电筒找一只

害虫的贫困户”

入夏正午，陈贤松跛着右腿从塑

料大棚里快速钻出来接听电话。 “扎

佐物流园明天要 1000 斤菇， 批发价

出 15 块一斤， 你觉得价格低了点

不？ ” 陈贤松转身问驻村第一书记刘

星，他俩对视一笑。

十米外的基地里，几名女工正在

附身采摘赤松茸。 见刘星没开口，陈

贤松点上一支烟， 深咂几口自言道：

“反正也不愁销， 让他们再加点价

吧” ，汗水顺着他额头的沟纹往下淌。

“日进几大千，咋还好

意思说是贫困户”

摘掉贫困帽 一“菇” 作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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