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文小静

孟夏时节的桂北农村，到处青山绿水，
特别是田地里，禾苗一片一片绿油油的。

在被誉为“桂北粮仓”的全州县，有许
多粮食加工和经营大户，靠着他们，很多农
户的粮食被加工贩运到全国各地。在全州县
东南部的咸水镇，蒋友明和马俪荣夫妇，就
是靠着诚信经营，从加工销售大米开始，把
生意越做越大。 16 年来，他们从传统的大米
加工开始，到带领群众更新种植品种，实现
向有机米、富硒米转型，推进传统粮食种植
的供给侧改革。

16 年努力，他们把大米加工

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5 月 19 日，在咸水镇街上，记者见到了
马俪荣夫妇。一头短发，显得干净利落的马
俪荣和身材高大的蒋友明给记者讲起了他们
与大米的故事。

“我们俩都是咸水本地人，从 1991 年到
2001 年，我们在咸水街上开小卖部搞零售批
发，生意做得不错，成了咸水街上最大的零
售批发部。每天来买东西的人都得排队，从
早忙到晚。那时候我们赚了一些钱，然而却
先后被偷了好多次，在街上都被偷出了
名。”蒋友明说，“可能一方面确实生意比
较好，另一方面我们曾经在一家金矿打过
工，有人传言我们有钱，便被盗贼盯上
了。”

做百货零售批发的忙碌和疲惫，以及被
偷盗的不顺心，使得夫妻俩想尝试新的经
营。蒋友明注意到全州每年种植几十万亩稻
子，咸水及周边稻田数万亩，而街上的大米
加工点只有两家。蒋友明想：“粮食是吃
的，总会有需求，大米加工应该市场不错，
技术不懂可以学。”

那时候，开米厂的总投资要 80 万元，可
当时他们只有 20 万元的积蓄。马俪荣向银行
贷款 20 万元，又向亲朋好友借了 30 万元，
再东拼西凑一些，米厂终于启动了。回想起
起步时的艰难，马俪荣感慨万分：“那时候
借钱借到哭，别人都说我们做生意赚了钱还
不安分，我们也曾经动摇过，但最终还是坚
持了下来。”

于是，他们把杂货铺转手，开始做大米
加工。

马俪荣家的大米加工点位于咸水街上，
如何收购到稻谷呢？他们就把每斤稻谷的收
购价定得比人家高几分钱，自己少赚一点，
大伙都乐意把稻谷卖给他们。

刚开始，夫妻俩不懂行，把陈谷当成新
谷收购了进来，结果卖不出去，几千斤的大
米钱打了水漂。

吃一堑，长一智。夫妻俩留心向当地有
经验的农民学习。“看哪家田种得好，亩产
高，就到哪家去问，虚心讨教，都是同乡同
村的，大家都愿意教。”蒋友明说，如今夫
妻两人已经从“大米盲”变成了“鉴米

师”，不用品尝，光看色泽外表就知道是那
一年出产的稻谷。

2005 年，一名柳州来的老板找到蒋友明
夫妇，要求购入 28 吨大米，收购的价格比普
通厂家贵 2 毛一斤。虽然心里存着疑惑，夫
妻两人仍然将大米送上了路。

然而，等车子开到柳州，蒋友明正准备
卸货时，接到了那名“老板”的电话。“他
说他是骗子，本想白要货不给钱，看到我们
这么诚恳，不忍心了，让我把米运回去。”
蒋友明尽管对骗子很生气，但他想别人可以
这么对我，我绝对不能这样对别人。

同样是农民出身的蒋友明，他深深地感
到，农民种稻子，靠力气吃饭，不容易，自
己宁可少赚一点，也不能亏待了农民。正是
秉承这种信念，蒋友明的粮食加工生意越做
越大。如今，由蒋友明牵头成立的合作社，
参加农户涉及全县 9 个乡镇，超过 2000 户
人家，年种植水稻面积 15000 多亩，他每年
加工的稻子超过千万斤。

从大米加工到积极实施有机种

植，引领农户种植水稻从“量”

向“质”提升

近些年，柑桔类水果的价钱不断上扬，
种植出现了“水稻让位于果树”的情况，种
粮食不如种水果，一些农民开始在农田改种
果树，并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

这种现象
引起了蒋友明的
注意。他认为，如
果慢慢地大家都不种
稻子了，将来他就没有
生意做了；更让他担心的
是：没有生意做不可怕，没有
米饭吃，这就可怕了。

如何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让大伙都
有利可图，成了马俪荣夫妇思考的问题。在
跟农民打交道中，有农民告诉马俪荣：“要
是每担（ 100 斤）谷子能卖到 170 块钱就好
了。”马俪荣发现，有这种想法的农民不在
少数，这是很多种水稻农户的一种期待和盼
望，而当时的稻谷收购价每担不到 140 元。

马俪荣夫妇尝试着免费提供优质的新谷
种香丝一号、香丝二号给农户种，约定以高
于市场价的每担 170 元进行保价回收。然
而，没有料想到的是，这种尝试让他们前两
年都处于亏损状态。直到第三年才实现了盈
利，如今，他们加工的云雾香丝米，每斤售
价达到 4 元多，市场销路很好。

光更新品种还不行，马俪荣夫妇还想再
往前走一步。 2013 年，在全州县参加会议
时，马俪荣听到县领导提出要打造“有机农
业”的想法，就在会上提出了“全州的水稻
种植如何从‘量’向‘质’提升，增加附加
值，让水稻的价格攀升，种植户获益”的建
议。

马俪荣的发言，得到县领导的鼓励和支
持，被称为“发现了一颗亮星”。在县里的
支持下，马俪荣投资 4500 万元，新征土地
60 余亩建设新厂房，包括厂区和储存仓两部
分。同时，马俪荣四处寻找相关专家，请他
们进行土样测试。结果发现全州咸水等乡镇
一带的土地富含硒。他们就打算在发展有机
米种植的同时，打造有机富硒米产地。

从 2014 年开始，马俪荣夫妇致力打造的
有机米品牌，达到 20 多个，售价最高的有机
米，每斤超过 15 元，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不仅如此，马俪荣夫妇还种植生产红
米、黑米，加工糙米，打造出各种颜色米混
合的“七彩人生”大米品牌。

如今，马俪荣还尝试着跟淘宝、京东等
电商平台接触，希望通过电商将优质的有机
米销售到全国各地。

通过这么多年的探索，马俪荣夫妇走出
了一条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的产销模
式，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每年，他们给农
民提供稻种和技术，实现保价回收。

“我们希望农民能从种田中获得收益、
获得成就感；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得
稻谷种植实现转型，实现从‘量’到‘质’
的提升，实现粮食安全。”马俪荣说到这里
十分感慨。

本报讯（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石元锋）近日，
九屋镇西岭村级垃圾处理中心启用，这对西岭村的
村民们来说像一件喜事，他们高兴地说:“有了垃
圾处理中心，山庄周围环境更好，来的客人也更
多，我们支持镇里的‘美丽乡村’工作！”

据了解， 2014 年，灵川县九屋镇完成了镇级
垃圾转运中心建设，处理工艺为压缩转运，日处理
能力为 20 吨。但其垃圾处理范围未能覆盖西岭、
黄梅、东源等片区。为了进一步做好九屋镇“美丽
乡村”建设工作， 2016 年 7 月，九屋镇在西岭村
开工建设一处日处理垃圾 5 至 10 吨、采用“自燃
与烟尘”处理工艺的村级垃圾处理中心。该中心占
地面积 675 平方米，总投资约 80 万元，覆盖九屋镇
西岭、黄梅、东源等片区村委约 166 平方公里，服务
约 4200 人口，于今年 5 月 20 日正式启用。

为了确保西岭垃圾处理中心长效运行，九屋镇
政府与 30 多个休闲山庄签订了垃圾收费协议，用
于解决运行资金缺口。九屋镇政府还要求各休闲山
庄负责人做好垃圾就地分类处理，负责宣传、指导
游客文明旅游、就餐，不随便野外烧烤、乱扔垃
圾，协助做好东江片区的环境保护工作。

灵川九屋村级

垃圾处理中心启用

走基层·见闻

从大米加工到引领水稻种植供给侧改革———

一对农民夫妇对水稻种植的探索

□本报记者陈静 通讯员聂梦娴

5 月 23 日，是我市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工作的第一天，为深入推
进城市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工作，以良好的交通
环境迎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地测评，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集中警力对各种交通乱象“动真
格”。据统计，当天，全市共查处机动车、非机动
车、行人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006 起。

昨日，记者跟随交警上街，目睹了整治行
动的一些场景。

现场：多辆小车不礼让斑马线被罚

昨天上午 10 点，记者来到象山区南门桥
十字路口，只见象山交警大队已经开始行动。
此时，道路上通行车辆秩序井然，斑马线前，
当有行人走过时，车辆都能提前减速并停下等
待行人通过。 10 时 15 分，一辆银灰色小车
因未礼让斑马线被交警拦停。

据现场民警介绍，该车在行经中山南路丹
桂大酒店前斑马线时，遇行人通行人行横道却
未减速礼让，这一过程被监控实时抓拍取证。
接到通知的执勤民警在南门桥路口拦停了该
车，在对该车司机进行相关证件检查时，还发
现其未系安全带。于是，民警对该车司机处以
150 元罚款、记 3 分的处罚，并对其驾车未系
安全带这一违法行为进行了教育。

随后的 10 分钟里，民警又接连查处了 3
辆不礼让斑马线的机动车。

10 时 20 分，一辆非法加装遮阳伞的电动
车进入民警视线。民警当即将其拦停，对电动
车驾驶员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告知其非法加

装遮阳伞的危害。随后，民警对电动车驾驶员处
以 50 元罚款，并责令其在现场将遮阳伞拆卸。

据统计，截至昨天中午 12 时，象山交警
现场查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各类交通违
法 104 起。

整治将纳入长效管理 希望

市民理解配合

据统计，昨天全市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1006 起，其中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
764 起，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76 起，机动车
违停 166 起。另外，教育机动车驾驶员不系
安全带的违法行为 178 人次。

交警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受到了大多数市
民的肯定。市民马先生告诉记者，乱闯红灯、
乱停乱放、不走规定行车道等看似很小的交通
不文明现象，都会影响交通秩序，是交通事故
发生的巨大隐患。“我觉得这次警方大力查处
违法行为很有必要，交通秩序好了，我们文明
城市的‘名片’才能叫得更响。”

“通过前期的交通秩序长效整治，我市道
路交通秩序已有明显改善，但还是有部分市民
缺乏文明交通安全的意识，甚至有一些市民不
理解交警的工作，与正常执法的民警发生冲
突。”象山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军提醒市
民，面对交警执法要理性配合，切勿谩骂、殴
打执法人员，以免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市公安交警部门将对市区的交通乱象
严查严控，针对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电动
自行车逆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行人闯红
灯等重点交通违法乱象，利用路口学习教育
点进行教育，组织交通义务劝导员协同治
理，并集中整治组警力，统筹安排机动巡逻
组，联合其他警种、部门，组织开展多次集
中整治统一行动。其次，采取拖、锁、学、
罚等超常规措施，对车辆违法乱停的“顽
症”动真格。与此同时，强化社会宣传，加
强与新闻媒体协作，及时宣传发布城区交通
秩序整治进程，定期曝光一批违法车辆、行
为人，通过微博、微信等信息平台，开展交
通安全宣传提示，确保创城交通秩序专项整
治工作取得实效。

记者目击交警如何对交通乱象“动真格”

蒋友明、马俪荣察
看新育的禾苗。

记者景碧锋 摄

马俪荣展示他们生
产的“七彩人生”彩色大
米。

记者景碧锋 摄

昨日，是我市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工作的第一天，全市共处罚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76
起、机动车违章停放 166 起，教育机动车驾驶人员不系安全带行为 178 起……

▲在全国第 27 个“助残日”来临之际，七星
区东江街道办事处、六合社区居委会携手桂林医学
院“医路随行”研究生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在家
旺苑小区门口开展了以“推进残疾预防，健康成就
小康”为主题的助残活动，活动有义诊、残疾人优
惠政策咨询等项目，桂林医学院还宣布在六合社区
成立研究生志愿者服务基地并授牌。活动组织者还
慰问了贫困残疾人并发放了慰问品。图为志愿者为
小区居民义诊。

记者陈静 通讯员王亚东 摄

六合社区开展助残活动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吴平）“不知名的
警察大哥，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看到你
们，就像看到自己的家人一样，眼泪忍不住掉下
来……桂林山美水美，警察最美。” 5 月 21 日
晚，这样一条感谢短信在朋友圈流传，发短信的是
来自河南郑州的崔女士，而收到短信的是秀峰交警
大队的廖志强副大队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
崔女士对素不相识的廖志强满怀感激呢？

当日下午 6 点，在三多路，带着小孩的河南
游客崔女士与同伴走散，由于手机没带在身上，一
时间无法与同伴联系。崔女士在路上焦急徘徊时，
正好遇到了正在执勤的交警刘洪石。刘洪石回忆，
当时崔女士一脸着急，说当晚要乘飞机返程，但自
己联系不上同伴，又记不清与同伴集合的地点，她
已经问了好几个路人想借手机打电话，可他们因戒
备心理没有借给她。

得知这一情况，刘洪石把自己的手机借给崔女
士拨通了同伴的电话。但同伴对桂林路况也不熟
悉，一时也说不清在什么位置，于是刘洪石带着崔
女士来到了十字街岗亭。

见崔女士怀里抱着婴儿，又担心她错过与同伴
会合的时间，秀峰交警大队廖志强副大队长就开着
自己的小车将崔女士送到了与同伴约定地点。下车
之际，崔女士掏出 100 元钱递给廖志强要表示感
谢。廖志强说：“这是我们应做的，作为一名交
警，遇到群众求助都会尽自己所能帮助的。”崔女
士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道谢。

当晚 9 点，满怀感激的崔女士又向廖志强发
来了一条致谢短信。

外地游客与同伴走散

桂林好交警开车相送

▲一位机动车驾驶员因为不礼让斑马线受到处罚。 记者陈静 摄 ▲这位电动车驾驶员因为安装遮阳伞被处罚。记者陈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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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检察院

到结对社区送关爱
本报讯（记者李慧敏 通讯员陈昌军）“打零

工的收入能够满足你们的基本生活吗？有没有法律
方面的难题需要我们帮助解决？” 5 月 19 日上午
9 点，桂林市检察院政治部党支部与八一社区工作
人员一起来到铁疗小区内困难党员王力健的家中，
了解他的家庭、生活情况，并给他送去大米、食用
油、牛奶和 300 元慰问金。紧接着，检察院与社
区召开了共建座谈会，共同探讨如何加强社区基础
设施建设、环境整治、文明建设、法治建设等工
作。

市检察院政治部党支部书记胡晓晖介绍，他们
与八一社区是结对共建单位，每年都会开展主题不
一的帮扶活动。接下来，市检察院还将围绕群众反
映的问题，每月为结对共建社区办 1 — 2 件看得
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着力化解群众矛盾纠
纷，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争创全国文明城 建设美丽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