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冬之后，气温陡然下降，可贵州省
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依旧熙熙攘
攘，载着八方游客的摆渡车，穿行在水泥
路上，欢歌笑语在山间回响。

“没想到日子会变得这么好。”上了年
纪的村民说，往昔的花茂已难觅踪影。

“鸟语催人醒，蛙鸣伴梦乡。花丛蝶
飞舞，莲下鱼欢畅。小河绕田野，青山披
盛装。虽不比蓬莱，仍可算一方。”眼见着
华茂村一天天变富变美，退休教师侯光富
用一首诗描述如今的花茂。

昔日乡村沉寂无名

1978年初，花茂村生产队把地分到了
户，花茂村原党支部书记王智丰告诉记
者，“自己当时乐了一个秋天再加半个冬
天”。因为，王智丰一家 6口人分得 3.6亩
水田、3 亩旱地，当年秋天就收了 3000 多
斤谷子、2000多斤玉米，缴足公粮后，“剩
下的全家一年怎么也吃不完”。

自小挨饿的王智丰在 36 岁时终于不
再为吃饭发愁。

当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全会提出，全党工作的重点要“转移
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0 年，全村实行包产到户，绝大部
分家庭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在很长一个
时期内，花茂村依旧是个出行难、用电难、
看病难、上学难、增收难的贫困村。

出生于 1978 年的村民郑小红，初中
毕业后先是学修车，后来买了辆不知转了
几手的北京吉普跑客运。

“从枫香到花茂的公路修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但到 2000 年时几乎还是老样
子。开车只要踩刹车和油门就行，车子会
沿着路上的两条槽子跑。”郑小红告诉记
者，他当时最怕会车，“有时候需要倒车两
三公里，才能找到一个能错车的地方”。

从 1989 年到 1998 年，王智丰先后担
任花茂村的村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希望
带领村民蹚出一条致富路，但是，“村里的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剩老人和孩子”。

据了解，村里外出务工人员最多的时
候超过3000人。

“村里一度一年不如一年。”王智丰
说，农村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整个村
庄好像休眠了。

村庄变美产业兴旺

2012 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大
会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并作出了
一系列具体战略部署。

就在 2012年，花茂村成为县里的“四
在农家”创建示范点，围绕“富在农家增收
入、学在农家长智慧、乐在农家爽精神、美
在农家展新貌”，一系列建设依次在花茂
进行。

要致富，先修路。花茂村首先筹集资
金改善出行条件，先建通组路，再修串户

路，村民自此不再“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
灰”。

同时，积极引导农村住宅和居民点建
设，以“小青瓦、坡屋顶、转角楼、三合院、
雕花窗、白粉墙、穿斗枋”七元素为基调的
黔北民居接连拔地而起，既保持了村庄传
统风貌，又完美地与现代元素相结合，成
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花茂村还积极提升房屋功能和基础
设施配套，相继实施了改水、改厕、改灶、
改圈“四改”和健康知识、卫生习惯、清洁
环境“三进户”，修建污水处理系统，群众
生活更加方便。

如今，漫步花茂村，山水可依，沿途的
老木屋、石板路、土院墙、稻草垛……浓浓
乡愁扑面而来，优美的环境让人流连忘
返。

借助美丽乡村建设营造起来的良好
环境，花茂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群众增
收的门路日渐多起来。

2014 年，花茂村以“四在农家·美丽
乡村”升级版建设为总抓手，推动农旅文
一体化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旅游
逐步壮大。

也就是在这一年，已经出任花茂村委
会主任的沈朝均作为负责人，打造了陶艺
一条街，作为村里发展乡村旅游的主要
载体。

花茂村的土陶制作起自清朝晚期，是
村里当之无愧的“支柱产业”。

“没想到这老手艺，在我的手中再次
焕发了生机。”作为村里的制陶能手，村民
母先才开办的陶艺馆随着乡村旅游的不

断发展而日渐红火，“每年能卖出陶艺制
品 2000 多件，节假日还接待不少游客现
场体验陶艺制作”。

为了让旅游发展更加规范，花茂村成
立了乡村旅游协会和旅游开发公司，统筹
村里的旅游产业。

旅游产业让大部分村民“脱靴上岸”，
那些还在地里的农民也改变了以往的劳
作方式。

同样是在 2014 年，村里引进山东的
资本和技术，打造了九丰现代高效农业
园，目前拥有智能展示温室1.3万平方米、
联动生产温室 15 万平方米，以及智能化
育苗中心、产品深加工车间、生态餐厅等，
提供就业岗位400多个。

村民段明巧是九丰现代高效农业园
的工人，已在农业园工作 3 年多，不仅获
得务工稳定收入，还能定期获得土地经
营 权 出 让 收 益 ，“ 每 月 工 资 2000 元 左
右”。

此外，村里成立专业合作社，流转
3000 多亩土地，种植蔬菜、中药材、经果
林等，如今亩产值超过了1.5万元。

此前长期在外经商的村民王治强，依
托自家民居，开起了村里的第一家农家
乐，取名“红色之家”。

邻村的“90 后”村民陈义兵也看中了
花茂村变化后的商机，于2015年4月在村
里办起了农家乐。

“村里最大的变化不是环境，是人心。”
花茂村党总支书记彭龙芬说，“过去，大家
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出去挣钱；如今，群众想
的都是如何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绘就全面振兴新图

做足“面子”的同时，花茂村也不断充
实着发展的“里子”。3年多来，通过“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等政策，整合各类资金近3
亿元，全面提升水、电、路、讯、气、污水垃
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进
一步改善。

同时，发动农民在房前屋后栽花种
草，修缮老式木屋、石板路，保存土院墙、
稻草垛，将乡愁韵味统统保存下来。

在产业发展上，花茂村加快与周边地
区融合发展步伐，乡村旅游相关产业形态
如雨后春笋般“长”起来，一栋栋青砖黛瓦
的黔北居民，变成了一个个旅游产业的

“孵化器”。
如今，花茂村的农家乐、乡村旅馆有

32家，特色小吃店有28家，乡村旅游带动
300 余人就业。全村外出务工人员不到
300人。

花茂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员工潘旭梅
此前在外务工 10 余年，2016 年夫妇俩回
到村里做服务员，每个月收入加起来有
4000 多元，“吃着家乡的饭、喝着家乡的
水，心里踏实。尤其是能一边工作一边陪
着孩子长大，倍感温暖”。

母先才的陶艺馆成为游客到花茂的
打卡点。如今，母先才年毛收入达 50 余
万元。因为生意太好，不得不将此前开办
的农家乐转租出去。

陈义兵也扩大了投资规模，租来农家
乐旁边的房子办起了民宿，旅游旺季时房
间供不应求；雇佣当地村民 23人，年营业
额超过300万元。

如何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快一步、高
一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花茂村在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中要着力解决
的重点问题。

彭龙芬表示，花茂村的未来要在产业
上做足文章，既要制定好规划，做大做强
乡村旅游，让更多的游客留下来；也要做
好土地文章，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让
村民的增收渠道更多更稳定。“做优做强
乡村旅游、农业产业和特色文化三大板
块，力争将花茂村打造成百姓富与生态美
的致富田园、乡愁故园、兴业乐园。”

改革开放 40 年，让花

茂村这个原本沉寂无名的

穷乡僻壤，变成了远近闻

名的“小康村”。2017 年，

花茂村接待游客 130多万

人 次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近

5000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

入超过1.6万元。如今，漫

步花茂村，浓浓乡愁扑面

而来，优美的环境让人流

连忘返。

贵州遵义花茂村：

美 景 敲 开 致 富 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记者到过花茂村很多次，每次到这里都能发现新

变化。

花茂村的巨大变化首先得益于党的一系列支农惠

农政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力实施精

准扶贫战略，给花茂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特色优

势产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花茂村的发展变化启示我们，推动农村发展、解决

“三农”问题，必须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

性。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性因素，外因通过内

因起作用。农民是农村的主人，是推动农村发展的重

要力量，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再好的政策也发挥

不出应有的作用。花茂村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引导群

众，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聚沙成塔、汇涓成

流，最终取得了今天的发展成果。

推进农村发展必须建强党支部。花茂村用自身实

践诠释了“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围绕脱贫攻坚、

产业发展，上级党委派出了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

干部担任花茂村党组织的负责人，在党组织带领下，村

两委怀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带领广大群众干成了一件又一件事关长远发

展的大事、实事，开创了发展新局面，为可持续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可见，任何时候，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都只能加强，不能放松。

农村发展要因地制宜选好产业。花茂村充分发挥

紧邻红色旅游景点苟坝会议会址的优势，做足乡愁文

章，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与周边村庄错位联动发展，不

断释放发展潜力，在家门口创造了大批工作机会，让外

出务工人员由“东南飞”转变为“燕归巢”。

改革开放 40年,花茂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花茂村的经历是西部地区广大农村改革发展成就

的一个缩影。

花茂村曾是个穷困的小山村。党的
十八大以来，花茂村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
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如今成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的美丽田园。

如何看待花茂村的变化？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了贵州大学党委书记、贵州省社
会学会会长李建军。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推

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请您梳理一下花茂

村的发展路径。

李建军：以组织建设为关键。花茂村
坚持抓党建，积极发挥村党总支在新农村
建设中的“领头雁”作用，打通了联系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以产业发展为抓手。念好“山字经”、
种好“摇钱树”，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设施农业、观光农业、旅游农业。

以环境整治为突破。坚持一个规划
引领，实施净化、美化、文化、产业化、精细
化工程，推动环境、管理、文化、产业、便民

服务升级，促进规范化、标准化、市场化、
信息化、组织化，打造“四在农家·美丽乡
村”升级版。

以增收致富为重点。强化园区带
动，完善“公司（园区）+基地+合作社+村
委会+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土地流
转、入园务工等，带动农民发展产业
增收。

以同步小康为基础。把脱贫攻坚作
为第一民生工程，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群众主体、部门帮扶、社会参与的大扶
贫格局，推进科学治贫、精准扶贫、有效
脱贫。

记者：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

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等，是中央对农村工作

的方针政策。花茂村有哪些经验值得

借鉴？

李建军：第一，增强凝聚力、战斗力，
开创基层组织新篇章。一是配强队伍，坚
持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二
是夯实基础，深入实施“强基固本”工程，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三是建好阵地，
整合资源建设党员群众之家等；四是深化
改革，率先开展“村社合一”试验试点，以

“三变改革”“三社融合”“三权分置”为抓
手，健全群众利益联结机制，促进群众增
收。第二，力促规范化、特色化，走好旅游
扶贫新路子。第三，凸显传承性、创造性，
迈上农旅文商融合新台阶。第四，深化实
践性、可行性，助推产业扶贫共致富。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接下来花茂村应该怎么做？

李建军：坚持产业脱贫思路，建设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区。花茂村大力发展现
代山地高效农业，采取“公司+基地+专
业合作社+村委会+农户”模式，由村委
会拉出负面清单，对需要政府兜底的贫
困人口探索土地入股、平时务工、年终
分红机制帮助脱贫，通过抓一接二连

三、抓点连线扩面，推动农、旅、文一
体化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市场手段
推进产业化社会化扶贫，逐步实现了由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

筑牢美丽乡村建设载体，打造统筹精
准扶贫与率先小康齐步走的先行区。积
极探索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树立“精准
规划、多规合一，精准产业、富字当头”的
理念，推进基础配套设施、功能分区设置、
社区服务管理、产业加推发展等配套政
策，促使新农村示范点变成小康示范点，
农业园区变成农业公园。

着力推进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创新区
建设，打造全域旅游发展的试验区。遵义
县统筹开发苟坝—花茂—土坝一线，着力
打造苟坝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创新区核心
区，实行镇区一体化管理，规划全域旅游
发展。花茂村从“候鸟式”避暑旅游进入

“景区式”全域旅游发展模式，为花茂村乡
村旅游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引领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做足“乡愁”文章 铺就致富新路
——访贵州大学党委书记、贵州省社会学会会长李建军

本报记者 王新伟

花茂常进次次新
吴秉泽

△如今的花茂

村环境优美。

（资料图片）

◁花茂村路口

改造前的样子。

（资料图片）

图① 花茂村新貌。 （资料图片）

图② 花茂村风情老街。 （资料图片）

图③ 游客在母先才的陶艺馆体验陶艺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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