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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新角色”系列报道

农村职业经理人为农民“听诊把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尹代红 刘兰兰

职业经理人，这个以往只在城市企业里才有的岗位，如今出现在农村。这并非偶然。
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迅速发展，文旅融合等新产业、
新业态层出不穷，乡村振兴需要更多领域、更多层次的人才。

这不，在湖南的广阔农村天地中，一些优秀的女性化身职业经理人，用市场化手段解
决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精准助推”乡村企业发展，成为乡村振兴中的一抹新色彩。 扫一扫，为乡村

振兴新角色点赞

“我们官渡镇的嗍螺可与众

不同哦。”聊起自己公司的产品，

浏阳市田螺小镇副总经理李玉姣

滔滔不绝。

嗍螺是客家美食文化的典型

代表，官渡嗍螺今年入选长沙

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位于官渡镇竹联

村的浏阳市田螺小镇是该项目

的保护单位。

官渡嗍螺主要食材有中华圆

田螺、韭菜、鲜紫苏、茴香、碧

池、桂皮等。

“必须得用本地特有的香料

碧池，以及本地的韭菜、茶油等，

才能做出正宗的味道。”李玉姣

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介绍，相

比其他地方炒制的做法，官渡嗍

螺采用了蒸菜的方式，无论选

取食材还是剔除杂质、灌螺肉，

都是人工一颗颗加工制作，做法

更繁复。

10

第六届中国国际食品
餐饮博览会 9月启幕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罗雅洁）8 月 31 日上午，

湖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 2021（第

六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

博览会相关筹备情况。商

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副

主任安宝军、湖南省人民

政府副秘书长陈献春现场

发布展会筹备情况，湖南

省商务厅副厅长杨中万、

长沙市会展工作管理办公

室二级巡视员陈树中出席

会议并答记者问。

据了解，2021（第六届）

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将

于 9月10日-12日在长沙国

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规模

80000 平方米，共 5 个展馆，

参展企业约 1800 家，由专

业板块、综合板块及活动板

块 3 大板块组成。

本届博览会以“促进消

费，创新发展”为主题，集

中展示国内外食品餐饮行

业发展成果，推动新技术、

新产品、新模式的交流与合

作，探索食品餐饮产业转型

升级、创新发展的新路径，

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展会

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

品牌化发展。

博览会亮点纷呈，搭建

了一站式采购平台，千家

品牌万种产品将在此汇聚；

携手优质企业打造精品展

区，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

专业程度高、行业竞争力

强的展览板块；设置了会

议论坛、技能赛事、洽谈

对接等 30 场同期活动，聚

焦展商所关注的行业问题

及热点，注重活动对行业

的指导和风向标作用；充

分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借

助“两微一端”、短视频、

小程序及网络平台直播等

新媒体平台优势，通过“云

展示”“云推介”“直播带

货”，多维度、立体化搭建

展会交流平台。

本届博览会由商务部、

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商

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湖南省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长沙市

人民政府承办。

“与别人相比，我们的山茶

油就是要贵差不多10 元 / 公斤。

因为我们的土壤含有硒元素。”

株洲市炎陵金紫峰粮油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经理柏杨告诉记者。

对柏杨来说，她之所以来公

司任职，是因为和公司董事长张

湘军的一次偶遇。

那是 2006 年，张湘军因为

自己的茶楼要装修，来到了柏

杨开的建材店。因为讨价还价

的事，张湘军说她小气，她则

说“我要的是公平，该你的绝

对不少”。张湘军于是对她留下

了深刻印象。

2012 年，张湘军想做山茶油

生意时，发现身边无人可用，便

喊柏杨来帮忙。在出谋划策、实

地考察的过程中，当时已放弃了

建材生意的柏杨便成了张湘军的

左膀右臂。

为了开拓市场，柏杨还经

常开车装着锅碗瓢盆去农村集

市或旅游景区摆摊，用自己的

山茶油炸蒿子粑粑免费送人吃，

以此来推广公司的山茶油，既

在村民中树立了公司品牌形象，

又和不少景区餐饮店签订了茶

油供应协议。

去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后，

很多企业销售困难，金紫峰粮

油的销售额却增加了。“我们争

取到了县扶贫办等相关部门的

支持，进入了服务我国 832 个贫

困县的网络销售平台——‘扶贫

品、公司团建产品、游玩产

品。”李玉姣介绍，孩子们

来了可以体验嗍螺、油纸

伞、夏布等浏阳特色项目的

制作，而且田螺小镇还和

皇龙峡景区、大围山景区等

合作，互成客源地。“今年

上半年，仅来研学的学生

就超过了1万人。”

来的客人多了，到田

螺小镇上班的村民也越来

越多，经常上班的有 70 人

左右，临时工有 30 人左右，

他们每月能赚 2500~6000

元。同时，更多的村民开

始养螺，“我们会回收”。

而周边村民种植的水果、

蔬菜也经常被游人抢购一

空。有人戏称李玉姣为“田

螺公主”。

去年有一天，李玉姣

上街吃早餐。早餐店老板

认出她后，硬是不收她的

早餐钱。这个老板对她说：

“感谢你们的带动，我们这

里的客人也多起来了。”

在李玉姣看来，他们之

所以受到客户的认可，靠的

是诚信和耐心。

“答应客户的，哪怕是

口头承诺，我们也会定时

定点定量做好。”李玉姣告

诉记者，经常有客户给她打

来 5000 元，让她帮忙安排，

她都会根据客户的口味做

好安排。同时，她和营销

部门的同事24 小时不关机，

“有些客人会凌晨来电”。

回忆过去，李玉姣对自

己 2012 年选择到乡村的决

定很是庆幸。当时的她在

浏阳工业园上班，因为朋

友的介绍，才来到浏阳市

田螺小镇的前身浏阳市桂

园休闲农庄有限公司做部

门经理。“我来自益阳安化

的农村，在城里上班没有

家的感觉。”李玉姣说，回

到农村后有了更多的归属

感。“以前大家觉得只有城

市才能发家致富，现在农

村也可以。希望更多的年

轻人到乡村来，一起把乡

村建设得更好。”

在浏阳乡村做“田螺公主” 

工作之余，李玉姣经常学习乡
村振兴有关知识。

她进村进景区摆摊做产品推广
832’销售平台。”柏杨告诉记者，

这个平台的产品有被优先采购的

机会。同时，该公司主动吸纳贫

困户89户 356人进行产业帮扶，

如今，他们都已脱贫致富。

在位于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

卦石村的华亿庄园，销售经理张

仁当年也是怀着一份振兴家乡的

梦想和情怀，辞掉了城市的白领

工作来到乡村。为了响应当地政

府打造丝瓜小镇的号召，华亿庄

园与当地村集体开展村企合作，

大力开展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白关

丝瓜等特色农产品种植。获得“巾

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等

荣誉的华亿庄园仅 2021年就聘

用当地村民 900 余人次，为村民

增加了收入。此外，直升机低空

游项目也为周边村民带来了很多

客流。

今年 8月株洲疫情期间，很

多农户家的农产品滞销，张仁和

同事们每天冒着酷暑到农户家菜

地现场拍照、拍视频宣传农产品，

共帮助100 余户农民卖掉了十几

吨农产品。

在株洲湘东情食品有限公司

担任销售部经理的骆桂芬，通过

深入走访，经得公司同意，在公

司实体店开设了扶贫专柜，帮乡

村妇女及贫困户销售农产品。其

所在公司更是通过实施“产业帮

扶”“同业带动”“扶贫车间”等

项目，帮 400 余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增收脱贫。

柏杨（左）经常带队到乡镇集
市摆摊推广公司的菜籽油和山茶油。

怀着振兴家乡的梦想，张仁从
城里回到农村。

先要把收来的螺养 1-3 天，

让它们吐出泥沙；在开水中焯

一遍田螺后，再用小钻将螺肉、

螺肠等挑出，仅留螺肉并洗净；

将拌好香料的螺肉再一块一块

地塞回处理好的螺壳，摆入碗

碟；然后放入饭甑或高压锅，

大火蒸熟。

因此，官渡嗍螺吃起来不会

有沙粒，还能减少感染寄生虫

病的概率。

当然，田螺小镇提供的也不

仅仅是嗍螺。“我们每个季节都

有不同的产品，还开发了研学产

资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