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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安徽巢湖：

古镇开出幸福花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方 娟

温暖春日，在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镇
众力和花卉种植基地，200多亩鲜花艳丽
绽放。

平谷是北京的农业大区，也是北京的
生态涵养区，以山水平谷、森林城市、花
果田园、人文胜地而著称，该区农业资源
丰富，发展“美丽经济”是这里的一大
优势。

马昌营镇众力和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
种有舞春花、凤仙花、海棠、矮牵牛等几十
种花卉品种，主要供应世博园、鲜花港等
地，并用于北京城区一些鲜花布景。在设
施大棚内，工人们浇水、修剪、包装，准备外
运鲜花上市，一派忙碌景象。

“我是海子村人，在这里工作每天与
花为伴，既能增加收入，又可以适当地料
理家务。”正在为花浇水的一位村民说。
据了解，该花卉合作社有工人50余人，其
中近一半都是来自马昌营镇各个村的
村民。

近年来，马昌营镇大力发展休闲农
业，“美丽经济”效应已开始显现，该镇
利用花卉可赏、可闻、可品的特点，深度

挖掘花卉的综合旅游经济价值，将发展花
卉产业与生态观光相融合，走出一条生态
旅游、休闲娱乐的现代化花卉产业之路。

而更让“美丽经济”飘香的，是平谷区

峪口镇。这里正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
农业科技创新小镇，创建国家农业产业强
镇和北京市现代农业产业园。每到春来，
这里漫山椿芽飘香。

4月，正是品尝香椿的好时机。4月
13日，平谷峪口镇第一届“云端香椿文化
节”开幕，今年的香椿文化节通过网络直
播、网络销售等形式让广大市民感受香椿
文化，活动持续到4月20日。

据“香椿文化节”主办方负责人介绍，
今年市民可通过“云端”观看、欣赏、购买
香椿。“云端香椿文化节”将通过“产、销、
运”网络销售模式，打通线上销售的产业
链，推动香椿产业发展，打造峪口“贡椿”
品牌，切实提高农民收入，促进乡村产业
振兴。

樊各庄的贡品香椿享誉京城。峪口镇
“贡椿”种植面积有700余亩，年产量10
万多斤。往年4月，正是峪口镇樊各庄贡
品红芽香椿的采摘期，今年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为避免人员聚集，取消了传统香
椿文化节现场互动和采摘、品尝的方式，
而是通过京东商城等线上平台进行推介与
销售。

好山好水好生态，好人好椿好互联。
近几年，峪口镇樊各庄积极探索“互联网+
香椿”的销售模式，为村民开拓了增收新渠
道。此次“云端香椿文化节”与顺丰快递、
京东物流合作，让“贡椿”销往全国各地，一
些电商平台和线下零售商超平谷国际陆港
进口商品体验店也将同步销售。力争让京
津冀地区的消费者24小时内就能品尝到
这道春天的美味。

图为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镇众力和花
卉种植基地，盛开的鲜花艳丽夺目。

王 争摄（中经视觉）

北京平谷将花卉产业与生态观光相融合——

“美丽经济”促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李佳霖 通讯员 张佳祺

安徽省巢湖市烔炀古镇在发展

“赏花经济”的同时，因势利导，以“花”

为媒，精耕细作“花经济”，想方设法延

展“花经济”产业链，让本土花卉与奇

花异果实现错时错位发展，不仅提升

了乡村的“颜值”和“内涵”，带来了人

气，更让旅游业渐成气候。

近日，中国·紫阳第三届农民丰收节之“春之茶”开园季云上直播
活动在陕西省紫阳县向阳镇富硒茶观光园举行。紫阳县24万亩富
硒茶园正式开园采摘。活动中，网友不仅可以在“云”直播中感受采
茶、收茶、制茶、售茶的乐趣，还可以通过手机“置身”茶海，观赏茶乡
春色，感受紫阳茶文化的厚重芳香和特色旅游的多姿多彩。

发展茶产业既可绿化荒山，又可致富百姓。近年来，陕西省在茶
产业扩产、上量、增值上下功夫，截至2019年底，全省茶园面积达
281.63万亩，茶叶总产量11.75万吨，产值182.39亿元，全省茶农超
过100万人，茶产业从业人员超过200万人。

据陕西省园艺技术工作站副站长孙越赟介绍，陕西是全国著名
的绿茶产区。绿茶的特点是嫩芽采摘，新鲜制作，快捷上市。而今年
由于天气偏暖，春茶上市较往年提前了一周左右。预计春茶总产量
6.82万吨，与往年相比增长1.5%。而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全省茶叶销售形势比较严峻。

为了助力全省茶叶销售，陕西省市县各级各部门积极出台政策
措施，全力帮助广大茶农抗疫增收。除了采取农产品奖补、特色产业
贷助力等办法外，更积极与京东、建行善融、国家扶贫网等电商平台
合作，积极拓展销售渠道。

以汉中为例，采用“媒体+电商+直播”方式，仅紫阳富硒茶，2个
多小时的“云开园”直播就成功吸引了百万网友和消费者在线观看和
互动，紫阳富硒茶网店浏览量达1.6万多人次，线上下单达到2163
份，销售收入43.3万多元。

目前，汉中市已开采茶园面积70万亩，占投产园的88%。已生
产春茶350吨，其中汉中仙毫240吨、汉中毛尖等中档茶110吨，实
现产值3.8亿元。

“云”上飘出陕茶香
本报记者 雷 婷 通讯员 唐 波

在一群人的围拢下，一名拄着双
拐的女孩拿着一个手工制作的发卡戴
在头上。她的周围摆满精致细巧、形
式各样的手工编制品，首饰筐、抱枕、
书包、披肩……让人目不暇接、爱不释
手。

这个女孩叫王妙，是河南省鹿邑
县邱集乡东大王村人，自幼患病。但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家庭祖传编织
技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产品多次获
得国内大型手工展奖项。她还创建了
手工编织团队，免费教身边姐妹学习
编织。

王妙有个心愿，就是让手工技艺
精品走进百姓生活，让更多人了解手
工编织技艺，弘扬传统文化。但是传
统的赶集、偶然的订单、身边人的口碑
宣传等几种销售路径与自己的理想相
距甚远。

“如何把农特产品推广出去，发展
电子商务是当下所需。要让优质农特
产品直面市场，推动农业农村农民整
体发展。”鹿邑县委书记梁建松说。

2015年起，鹿邑县对农特产品的
电商销售给予大力扶持，着力促进农
特产品“上线”，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完
善农村现代商贸流通体系。邱集乡夏
庄村在驻村第一书记带领下，努力将产业发展作为扶贫资金的优先
支持方向，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互联网+一红二绿三产业”：一红即加
强党的建设，凝聚农村发展力量；二绿即发展目标，绿色环境和绿色
文化；三产业即产业支撑。

由此，仅2018年，夏庄村就通过“互联网+”手段先后销售粉皮
1.3万斤、楸树7000棵、娃娃菜12万斤、辣椒2000斤、柴鸡蛋1万枚、
柴鸡150只，销售收入达60万元。2019年，该村联合鹿邑县农产品
上行公司，整合多家电商平台，短短20多天就售卖鹿邑“突围”水蜜
桃10余万斤，销售收入60多万元。通过电商，王妙的手工制品也在
互联网上畅销。

鹿邑县农产品上行公司负责人王彤说：“从线下到线上，解决了
大部分农特产品滞销问题，拓宽了销售渠道。另外，我们注册了自己
的电商品牌‘邑只鹿’，建立了全国南北货通团队，推动‘一县一品’

‘一乡一品’发展，努力让农民没有难卖的农产品。”
目前，鹿邑县大量农特产品如蒲公英茶、辛集麻花、观堂麻片等

也都纷纷突破传统销售方式，进入线上走单，销售量大增，实现了农
民在家里创业增收。

与此同时，农特产品上网销售还存在一些实际问题，如新客户的
发展量较小、发展速度受限、发展领域拓展慢等。

为此，鹿邑县多次组织召开专题研讨会、开设电商培训班，充分
发挥党团机关、驻村干部、电商企业、农户代表、高校创业专家等力
量，共同发力，构建数字农业共同体，助力鹿邑农特产品通过电商走
向全国。鹿邑县县长李刚说：“通过电商平台，把更多的优质农特产
品送到千家万户，创建和推广具有区域地标性、原产地品牌产品，提
升农特产品附加值和销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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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人间四月天，月季、牡丹、紫云英、
海棠……竞相绽放。安徽省巢湖市烔炀古
镇的老百姓看到了姹紫嫣红美景中蕴藏的

“钱”景，以“花”为媒，精耕细作“花经济”，
铺就“花”样生活。

花世界，引客来

又到一年赏花时。春风拂面，绿草依
依，水鸟低翔……巢湖岸边春意盎然。

4月8日，记者驱车环巢湖大道，行至
巢湖市烔炀镇境内鸡裕河畔，邂逅一片紫
云英花海。碧绿的叶子间开着一簇簇蝶
状的紫红色小花，这些星星点点的紫色在
眼前蔓延开，似在1600亩的圩田上绣了
一层花毯。迷人的紫红色召来了蜜蜂，也
引来了游客。游人拍下这片明艳的色块
便迫不及待地发到“朋友圈”，分享这一

“绿野仙踪”。
为什么在巢湖岸边会出现这片浪漫

紫？“这是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
通过发挥紫云英的生态修复作用阻断农
药、化肥对巢湖的污染。”烔炀镇政协联络
组组长高道军说：“我们每年10月播撒紫
云英花籽，来年在紫云英盛花期将它们翻
耕入地，直接为接茬水稻生产提供有机肥，
减少化肥用量，提高经济和生态效益。”示
范区所在的唐嘴村党总支副书记王世昌
说：“没想到，这片圩田每年4月中旬便成
了网红打卡地。”

先赏紫云英，再逛牡丹园。
上午9时许，位于烔炀镇境内的巢湖

尧舜牡丹园周边的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车
辆。记者置身牡丹园，放眼望去，成片怒放
的牡丹顺着岗坡起伏，美轮美奂。游人漫
步花海，纷纷用镜头定格美丽瞬间。

“这是黑牡丹，惊艳不？”见到记者，“园
主”倪叶茂便津津乐道起他的牡丹园。“园
子最初是100亩的苗木基地。因为看好环
巢湖旅游，我便顺势‘转型’，逐步扩种了
600亩牡丹和300亩芍药，还养鱼养鸭养
鸡放鹅，打造一个‘大观园’。今年清明小
长假，入园的游客有近万人次。”

“不过现在来看，只能赏花已经满足不
了游客的需求了，还得有新‘招’。”

倪叶茂领着记者来到与牡丹园相邻的
700亩采摘园，“这1万平方米连栋温控大
棚里的红心火龙果今年就能挂果。那个大
棚今年要种‘浪漫红颜’葡萄。那边都是桃

树”。这些还不够！倪叶茂还在筹建露营
地。“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这个机遇可不能错过。”倪叶茂信心十足地
说：“把园区打造成巢湖半岛新亮点、合肥
后花园，是我的雄心壮志。”

花经济，引商来

花好看，但是都有花期。在发展“赏花
经济”的同时，烔炀镇还因势利导，想方设
法延展“花经济”产业链。

“有产业才能致富一方百姓。”高道军
说，“烔炀就卧在巢湖边，发展经济还必须
兼顾生态效益”。如此，中草药基地便接上
了这条产业链。

顺着一条新修的柏油路，车行十几分
钟，便来到了位于中李村药材基地的制高
点。眼前600亩翠绿的黄栀子树长出了一
层新芽，铺满几座山头，将起伏的岗地定格
成一幅田园画卷。这片基地是张辉与另外
两位合伙人回乡创业结出的硕果。

“别看现在岗上静悄悄的，待到6月黄
栀子花开，清香四溢，赏花人便会络绎不
绝。”药材基地合伙人张辉介绍：“这些栀子
已是丰产期，正常情况年产量都在50多万
斤。”药材基地还有600亩的药用桑葚。“受
技术限制，栀子我们只能粗加工销售给药
厂，但是桑葚已经开始深加工了。”张辉说：

“目前我们已经跟砀山的一家酒厂合作，开
发出了桑葚酒，商标都注册好了。今年桑
葚收获季，基地还将推出桑葚干和桑葚茶，
后期还将推出桑葚饮料。”不仅如此，看到
环巢湖旅游快速发展的契机，他们还走上

“农旅结合”的路子，吸引游人来这片药材
基地，体验采摘乐趣。

药材基地为创业者带来了满满的收
获，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丰厚回报。除了
土地流转租金，当地村民还参与基地的田
间管理以及果实采摘、加工等工作，获得一
定的劳动报酬。丁明发就是其中一位，除
了固有的土地租金，在药材基地打工每年
还能收入2万元左右。

产业兴旺，致富有门，脱贫有路。循着
“花经济”产业链，记者来到三份村扶贫产
业园，这里的欧洲月季盆栽等经济花卉正
助力贫困户和村民增收致富。

53座钢架大棚一座挨着一座，引人注
目。已近中午，工人何先兵还在为欧洲月
季计时喷灌，他要给这些花“沐浴”5个小
时。滴着水的200多种欧洲月季在棚内含
苞待放。欧洲月季观赏性强，日常养护也
不难，是“阳台一族”的新宠，还被广泛应用
在城市园林绿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中。该产
业园负责人何宏圣告诉记者：“复产以来，
市场行情就很好，这几天每天都忙得团团
转，这不刚发完了两车欧洲月季，一车发往
合肥，一车发往绩溪。一季度的销售额达
70万元。”

经过持续的投入与发展，该园区已形
成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
化运作模式，线上线下同时销售。目前产
业园已经解决了40余名村民的就业问题，
每人年均收入2.5万元左右，同时还带动
了152户贫困户入股，让他们享受年分红
收益。

花样生活，笑出来

在延展“花经济”产业链过程中，烔炀
镇让本土花卉与奇花异果实现错时错位发

展，不仅提升了乡村的“颜值”和“内涵”，带
来了人气，更让镇域旅游渐成气候。

烔炀镇宣传委员李惠珍说：“通过全方
位宣传与推介，我们这里的美丽乡村现在
成了游人眼里的‘远方’。”

唐嘴村现在很“红”。始建于汉代的
村子里，现存古民居32处，且古井、古巷
众多。看到家门口的游人多起来，村两委
乘势而上，带领村民启动了民宿项目，唤
醒了村里的“沉睡资源”，打造家门口的

“诗与远方”，留住客人，增加村集体和村
民收入。

传统古村落里，古朴雅致的青瓦民居
错落有致。目前唐嘴村烔栖南舍喃民宿
项目已经推出9栋民宿。“我们主打城市
周末游，前来小住的游客多来自本省。”民
宿项目合伙人周峰告诉记者：“我们将增
加图书馆和书画工作室，今年游客再来小
住就能闻到书香了。”民宿项目为村里增
加了旅游内涵，也让村民获得了实惠。周
峰自信满满地说：“除了为村民增加就业
岗位，今年我们还将为村民打造村集市，
让村民销售农特产品增加收入。”看到民
宿客源不断，更多村民也跃跃欲试，准备
开办民宿。

请远方的客人留下来，除了住好还得
有好吃的招待。河口张美食村便端出了舌
尖上的美味。李飞翔家的缘湖生态农庄这
几天客人不断。“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后，农庄的经营基本恢复到常态。”李飞翔
告诉记者：“清明小长假期间，高峰时一天
得开40多桌。客人们最爱吃我家的鱼虾、
米粉肉、梅菜扣肉、香椿炒鸡蛋了。过段时
间就是‘五一’假期了，我已经开始着手准
备特色食材，待客到来。”

中国·紫阳第三届农民丰收节之“春之茶”开园季云上直播活动
中展示的茶园开采仪式。 刘忠义摄（中经视觉）

安徽巢湖市烔炀镇鸡裕河畔的美丽花海。 何 华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