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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新角色”系列报道之三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
超 实习记者  龙展图 通讯员 黄
碧霞 熊锦星）“你是不灭的明灯，

指引我们的航程；你是不朽的信

念，照耀我们的人生……”为创

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化“莲

姐姐”家庭助廉活动，5 月 21 日，

由永州市妇联、市委网信办联合

主办的“潇湘巾帼心向党”大型

群众性朗读比赛暨“莲姐姐”助

廉夏季讲堂在永州会堂举行。

来自永州市各 县（市、区）

妇联、市直机关组织的 20 支队

伍近 300 名队员参加了比赛，各

县（市、区）妇联主席、市直各

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家属及

妇委会主任共 1000 人现场观看。

本次活动在永州市妇联官微“永

州女声”、省妇联官微“湘妹子”

等平台全程直播，当天线上参

与观看人次达 12 万。

《红船，从南湖启航》《扬帆

起航 播撒希望》《信仰》《血色

湘江》《峥嵘岁月 薪火传承》《永

远的九岁》《松树的风格》……

比赛中，各参赛队紧紧围绕“学

党史·颂党恩·跟党走”主题，

演绎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党

忠诚、坚守初心的政治品格，英

勇无畏、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

为民造福、无私奉献的家国情

怀，将台下观众的思绪引入一幅

幅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

画卷中，深刻展现了百年来党

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灿烂历程。

现场观众在一个个感人肺腑的

故事、一声声铿锵有力的诵读、

一句句饱满深情的颂扬中，汲

取乘风破浪、砥砺前行的力量，

让党史学习教育沁润人心。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最

终，永州市职业技术学院参赛

队荣获此次朗读比赛特等奖，

蓝山县妇联、市中心医院参赛

队荣获一等奖，道县妇联、国

家税务总局永州市分局和市住

房保障服务中心参赛队荣获二

等奖。

本次群众性朗读比赛不仅

展示了永州市妇女良好的精神面

貌，而且掀起了全市广大妇女学

党史、颂党恩、办实事的热潮，

引导广大妇女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

史，不断增强对党的感情，坚

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凝聚起大力实施“三

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

永州的强大巾帼力量，以优异的

成绩献礼建党 100 周年。

妇联星空 永州市妇联举行“潇湘巾帼心向党”大型群众性朗读比赛

其 实，郭美华当初拒绝华

侨 投资入 股的另一 个原因是，

她对自家产品质量的坚持。“不

想一下子做得太大，一是怕自己

供货不赢，二是怕供货量太多，

会影响产品质量。”

郭美华告诉记者，她家的产

品大都是卖给老乡的，都是靠

大家口口相传才加了越来越多

的微信好友，如果产品质量下

降，可能会把老顾客赶走的。“比

如喂鸡，我就要求不能喂饲料，

必须散养。”

当自己的农场 慢慢发展起

来，郭美华也开始带领乡亲们

一起 增收。在 脱贫 攻 坚 期间，

她和丈夫 采 取免费提 供种苗、

技术跟踪服务、保底回收的方

式，与 60 户贫困户签订联动机

制，让每家贫困户年增收 3000

元以上。同时，她吸纳村民来

农场打零工，每年给出的务工

费约 30 万元。50 多岁的陈训英，

包粽子是一把好手，“她一天最

多能包 600 个， 可 赚 300 元。”

陈训英感慨，过去她这门手艺

只是包粽子给家人吃，或者帮

村子里的人包一下，没想到现在

竟然还能凭手艺赚钱了。郭美华

告诉记者 ：“我们家庭农场包粽

子的时间一般有两个月，她一个

月就可以赚五六千元。”

同时，郭美华还经常帮村民

义卖。曾经的贫困户赵照（化名）

的老婆身患残疾，有一天住

院了。赵 照打电话 给

郭 美 华， 请 她 帮

忙销售家 里的

100 只 鸭 子。

郭美华二话

没说，立马

去他家，上

门拍摄鸭子

的 短 视 频，

然 后发 到 朋

友圈。半天时

间，这些鸭子被

抢购一空。郭美华

“当时家里穷，父母供不起

两个人读书。虽然父母说会借钱

供我读书，但我自己成绩不太好，

就没听父母的话，自己退学了。”5

月 24 日，郭美华在发完货后，接

受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采访。

1997 年， 郭美 华和熊国柱

成家后，把儿子托付给父母照顾，

两人再度南下打工。因无一技之

长，两人收入并不高，“就是在

电子厂、制衣厂做流水线工人。”

郭美华回忆。

“回乡创业的原因有很多。”

郭美华告诉记者，她当初去打

工时，孩子能很流畅地从 1 数到

9，但外出打工几个月后，她通

过电话发现，孩子再数 1 到 9 时

都数不清了。“我希望陪孩子好

好成长，加上父母年迈，我们决

定回乡。”

回到家乡后，夫妻两人抓过

泥鳅、收过山货、开过摩的…… 

“做了很多事，但都不成功。”

直到小孩上高中三年级时，

郭美华发现了一个商机。“当时

我跟很多妈妈一样在县城陪读。

有些陪读妈妈就想给小孩搞些

好吃的。她们纷纷找绿色食品，

尤其喜欢购买农村的土鸡蛋。”

郭美华告诉记者，她想到自己

就是山村里出来的，为什么要

到别人那里去购买呢，不如自

己养鸡，而且能满足别的陪读

妈妈的需求。

于是，她很快和丈夫行动起

来。丈夫熊国柱在家养鸡，郭美

华则在县城一边陪读，一边推广。

为了打开更大的销路，郭美

华提着土鸡蛋向县城的土特产店

等商家推荐，但一开始，别人都

不相信她。她没有放弃，并想到

了一个推销的好办法。她把土鸡

蛋煮熟后，让商家试吃，“我跟

他们说，你如果觉得是土鸡蛋

就购买，如果觉得不是，不好吃，

可以不买。”

就这样，郭美华为自家的土

鸡蛋打开了销路。

2015 年， 郭美 华正 式 注 册

成立了桃江县米儿家庭农场。“米

儿是我的小名。”郭美华介绍。

“快过端午节了，我正把粽子发到深
圳、北京、东莞去呢！”5 月 24 日，天
气晴好，益阳市桃江县大栗港镇黄道仑村
46 岁的妇女郭美华正在发货。

郭美华初中未毕业就外出打工，后来
和丈夫熊国柱回到家乡开办了米儿家庭农
场，当起了农场主。多年来，他们坚持做
返璞归真的传统农业和制作一些应季的家
乡特产，以过硬的产品和人品赢得了众多
的客户与良好的声誉。同时，他们积极带
动周边农户进行农产品加工销售，经营的
农场去年销售额达到 600 万元。他们的
农场获评“省级示范农场”，他们一家被
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带领村民增收，去年销售额达 600万元

从 2018 年开始，郭美华每

年都能固定收到一笔 10 万元的

订单。这是来自一群居住在深圳

的华侨的团购单。

2017 年，郭美华的一位同

学带领自己的华侨表姐来郭美

华这里买土特产。通过实地考

察， 看 到 这 里 散 养 的 猪、 鸡，

以及充满乡味的各种土特产后，

这位从桃江走出去的华侨非常

看好米儿家庭农场，甚至想要

入股。

“我文化不高，对投资参股

又不懂，只能婉拒了她的好意。”

郭美华说。这位华侨随后把情

况跟一同居住在深圳的华侨朋

友一说，大家希望每年能优先

拿货，并表示可以给订金。“他

们此前都是从国外购买奶粉、

肉类。”

随着时代的发展，郭美华也

与时俱进，通过微信朋友圈、短

视频来推广自己的农场产品。

“我经常会拍一些记录性质

的短视频，发在朋友圈。比如，

拍自己包粽子、在山上赶猪等

场景。因为我的记录很原生态，

大家看了后对我们家的农产品

知根知底。”郭美华介绍，她的

微信好友约 5000 人，大多是老

乡，“出门在外的老乡，都特想

吃一口家乡的特产，尤其是离

乡越久的人，越想吃‘小时候

的味道’。所以，我的产品都是

采用当地老百姓的传统做法来

制作的，这样才原汁原味。”

每年有一笔来自深圳的10万元团购单

陪读妈妈的商机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还帮忙把鸭子宰杀并邮寄，“他

后来还提了两只鸭子来感谢我，

我没要”。

每年 年底，郭美华还会提

一些米、油等物资看望困境中

的村民。

“我一路走来，也得到了很

多帮助。”郭美华说，她参加过

当地农业部门、科技部门组织

的电商培训。在 2020 年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期间货运不出去时，

桃江县妇联还帮忙联系女企业

家等爱心人士帮她销了好多货。

“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找妇联，她

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帮我解决。”

郭美华感动地说。

2020 年，虽然遭 遇了很多

困难，但郭美华的农场销售额

达到了600 万元，“这里既包括

我自己农场的产品，也包括帮村

民义卖的农产品。”

郭 美 华 夫 妻 俩 勤 劳 致 富，

提倡节约，经常教育儿子要勤

俭节约、要奋发图强。在他们

的教育下，儿子不仅靠做家教

等兼职完成了大学学业，并创

办了自己的网络公司，还每年

给郭美华夫妇 2 万元旅游经费。

多年来，米儿农场先后获得了

县、 市、 省 级 示 范 家 庭 农 场、

湖南省百佳农场等荣誉称号。

郭美华本人也获得了益阳市扶

贫先进个人，第二届中国最美

乡村科技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

号。郭美华家庭先后

获得县、市、省、

全国级最美

家庭等荣

誉称号。

米儿家庭农场让很
多村民增加了收入，
远离了牌桌。

郭美华做的粽子已 3 年没涨价了。

陪读发现商机

女农场主：用“小时候的味道”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