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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6月的甘肃瓜州，大地葱茏，正是优质苜蓿草收获的最佳时间。
在瓜州县河东镇双泉村三组村民张广成家的苜蓿地里，一辆大型收
割机正在穿梭其间抓紧收割，张广成则忙着把打包好的苜蓿运到指
定收购点。

种草致富，这在两年前是张广成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他家的
103亩地，光苜蓿就种了90亩，原本不起眼的“小草”成了张广成增
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以前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一亩地纯收入也就500元，现在
种植优质紫花苜蓿，一年可以采收三茬，水、肥、人工等费用比种粮食
减少很多，总体下来，一亩紫花苜蓿比以前多收将近1000元。”张广
成掰着手指算起了增收账。

“我今年养了22头母牛，种了30亩苜蓿，前段时间卖了17头小
牛犊，平均每头的纯收入在6000元左右，一年下来，比之前单纯种小
麦、甘草能多收近8万多元，除了留给自家的牛当饲料，多余的还能
卖掉，这又是一笔收入。种草养牛确实是个增收致富的‘牛’产业。”
瓜州县河东镇六道沟村村民夏国芳说。

今年以来，瓜州县河东镇采取牧草“订单农业”和“企业+农户+
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做足草业这篇大文章，真正把“小草”做成了“大
产业”。

“我响应镇上的粮改饲号召，种了140亩苜蓿，现在正是苜蓿收
割季节，镇上给我们联系了福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来镇上收购，价格
也比较好。”河东镇六道沟村九组村民王永兴说。

王永兴说的福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河东镇一家专门从事牧草
种植、加工、生产与销售的牧草企业，每年都与农户签下种植销售订单，
并提供原种及技术服务，实行“保护价”收购，让农户种植苜蓿“零风险”。

“公司通过签订订单合同，让村民在产品销售这一方面吃了‘定
心丸’。在种植过程中，公司还通过种植技术跟踪服务保证质量，全
程‘一条龙’服务，严格指导农户规范完成收割、打捆、晾晒、交售等。”
福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经理冲国俊说。

今年以来，河东镇按照“生态优先、立草为业、以草带畜、草畜一
体、循环发展”思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引
导农户大力发展草畜产业，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
绿。截至目前，全镇优质肉牛品种安格斯、西门塔尔基础母牛存栏量
达到1500余头，养殖农户达到400户，全镇青贮玉米种植面积1.5万
多亩、优质苜蓿留床面积1万亩，形成种养加产业闭环。据介绍，河
东镇将利用3年到5年时间，打造成为瓜州地区最大的肉牛繁育基
地和万亩优质饲草种植基地。

粮改饲让日子“牛”起来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李鹏斌

内蒙古科右中旗：

沃野千里织锦绣
本报记者 余 健 通讯员 包慧慧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
地处大兴安岭南麓、水草丰美的科尔沁草
原腹地，这里地域辽阔，土壤肥沃，地上资
源和地下宝藏丰富，有千里牧场，万顷良
田，野生植物资源种类繁多，地下矿产丰
富，发展潜力巨大。该旗坚持科学规划、突
出特色、合理布局，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不断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
步、农民全面发展。

牛产业挺起主心骨

“这个牛市的设施和服务真不错，咱们
卖牛方便了，老顾客收购牛也方便了！”今年
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
中旗首个肉牛交易市场开市，广大牧民奔走
相告。“终于不用再跑到外地去卖牛了，我也
要把自己养的30多头牛送到这里来卖。”科
右中旗吐列毛杜镇牧民白音那木拉说。

近年来，科右中旗紧紧围绕“做牛文章”
战略定位，打造集“青贮制作、良种繁育、肉
牛育肥、专业交易、屠宰加工、市场销售”于
一体的产业链。肉牛存栏从2018年的23
万头迅速增加到如今的28.3万头，牛产业扛
起了科右中旗产业兴旺的又一“新旗帜”。

产业发展有势头，农民致富才有奔
头。科右中旗重点确定了牛、羊、马、兔、畜
草、水稻、木耳以及光伏、电商、旅游、蒙古
族刺绣11个主导产业，同时实施阿里巴巴
未来农场项目，推进“互联网+现代农牧
业”，并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健康养老、家政
服务、商贸物流等产业，支持农旅休闲、科
普教育、观光采摘、民族手工业等新产业新
业态，为农牧民拓宽了增收道路。

育人才焕发新活力

“今年是果树‘大年’，要特别注意病虫

害防治。”日前，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乡土
人才孵化中心的张兰英来到巴彦呼舒镇海
龙屯嘎查果农仓套特格的果园里进行技术
指导时说。

乡土人才是发展农村牧区经济的中坚
力量，更是乡村振兴道路上的“宝库”。科
右中旗整合12个苏木832名乡土人才孵
化中心成员，立足于振兴农村，开展扶贫帮
困、移风易俗、环境保护等各类服务。

“夏季，蔬菜大棚夜间温度如何控制？
种植蔬菜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日前，
一个新型职业农民技术培训班在科右中旗
高力板镇东风嘎查的采摘园中开课，老师
悉心教授，学员认真学习，一问一答间，学
习氛围浓厚。

新型职业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骨干
力量。科右中旗从队伍建设、教育培养、政
策支持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积极推动新型职
业农牧民全面发展。

科右中旗还从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
员、村两委成员、农牧民党员、村民代表、能
人大户等人员中择优挑选5600余人建立
带动人队伍，与1.33万户农牧民建立带动
联系，当好“思想引导员”“产业指导员”，实
现结对带动农牧户全覆盖。

拥有120余头牛的好毕斯嘎拉图是代

钦塔拉苏木乡布日很茫哈嘎查的养殖大
户，他经常去贫困户石青山家进行养殖技
术指导和疫病防治。在他的带动下，石青
山的养殖产业愈加成熟稳定，目前已经从
当初养3头“扶贫牛”扩大到养7头牛。

护生态厚植振兴底色

站在科右中旗巴彦茫哈苏木哈吐布其
嘎查中宣部机关造林项目基地，一片片沙
棘迎风挺立。“往年刮大风，天都是黄的，满
脸是沙子，根本看不清那边有树。但是现
在你看，那两棵树看得多清楚。”当地护林
员白吉林白乙拉指着500多米以外的两棵
树说道。

在科右中旗，跟产业一起融入沃野的还
有一个个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嘎查。科右
中旗制定出台并严格执行禁牧、休牧管理办
法。通过争取国家生态修复工程，实施“三
北”防护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牧还草、
阿里巴巴“蚂蚁森林”互联网治沙等重点生
态工程，持续厚植绿色发展优势。

宽阔整洁的水泥路，街道两旁花草香，
窗明几净庭院美……在科右中旗，这样的
景象比比皆是。科右中旗启动实施农村牧
区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实行

“门前四包”责任制，在苏木推行嘎查环境
卫生“月评比”活动。依托京蒙帮扶项目，
配置嘎查保洁保绿员714名。农村牧区人
居环境的不断改善，不仅激发了乡村发展
的活力，更为留住“美丽乡愁”提供了港湾。

增内涵提振精气神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到著名蒙古族
作家莫·阿斯尔纪念馆……”在科右中旗
莫·阿斯尔纪念馆，工作人员正在为游客们
讲解这位家乡名人的生平事迹，也拼接着
草原深处的文化记忆。

科右中旗充分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
铸牢乡村文化这个“魂”，吸引城市居民下
乡“寻根”，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新农村建设不仅要建设“物的新农
村”，更要建设“人的新农村”。科右中旗建
立完善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
会、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协会“一规四
会”，推行“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
文明新风，试点推行“饭店降费、嘎查补助”
方式，通过举办“草原小镇集体婚礼”等活
动，树立婚嫁新风。如今，文明守规、尊老
孝亲、爱护环境等文明风尚已经融入群众
生活。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乌逊嘎查整洁的村容村貌。 梁永峰摄（中经视觉）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

尔沁右翼中旗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

类引导、突出特色，加快推进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

织振兴，不断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

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环境变美了，出门心情舒坦了，街边的小店小摊更是给我们生
活带来了便利。”家住河北省柏乡县城槐阳街附近的居民郑振发说，

“这得益于今年全县背街小巷的提升改造，如今整条道路旧貌换新
颜。”

在河北省柏乡县委书记张士民看来，背街小巷作为县城路网的
“毛细血管”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往往因巷道狭窄、居住人口密集
而存在公共卫生脏乱差、地摊无序摆放影响交通等问题。“必须要从
背街小巷等细微之处着手集中整治县城容貌，通过有效解决一批历
史遗留‘老大难’、群众反映强烈和环境隐患突出的问题，切实提升群
众幸福感。”张士民说。

今年3月开始，柏乡县将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小游园、小广场、
停车场、农贸市场等功能建设纳入此次改造内容，既改“面子”，又实
现“里子”的蜕变，将惠民利民政策落到实处。

每一条街巷改造提升时，柏乡县都坚持“改造问民、改造为民”的
工作方式，对街巷两旁及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拆除违章建筑和不
符合规范要求的户外广告、招牌，在街巷上设置固定摊位，鼓励规范
店外经营，做到改造一条、亮丽一条。

截至目前，柏乡县已投资600多万元，对县城300多条背街小巷
集中改造提升，硬化路面10万多平方米，设置固定摊位近900个。
随着整治工作的有序推进，县城人居环境清爽了，卫生死角没有了，
车辆停放有序了……交通堵塞、尘土飞扬、路灯灰暗的“背街小巷”悄
然褪去了过去的面貌，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整洁、日益繁华、郁郁葱葱
的新面貌。

“三分在建、七分在管。”柏乡县委副书记、县长李行军说，“要建
立监管结合的联动机制，把工作重心放在精细化管理服务和便民利
民服务上。”为此，柏乡县高度重视对县城路网体系和背街小巷的管
理，尤其是加强背街小巷整治后的日常维护工作。通过完善街长、巷
长工作机制，实行“定点定岗定人定责”。针对店外经营者及商户，鼓
励他们在不影响居民交通和不影响市容环境秩序的情况下摆摊设
点，营造和谐的临时经营环境。

河北柏乡整治背街小巷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小桥流水，白墙青瓦，雕梁画栋，夏日
的安徽省泾县查济古村宛如一座世外桃
源，原生态的自然和历史风貌，吸引着天南
海北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好生态为游客带来了好风景，也让很
多人看到了发展的“好钱景”。2017 年
底，在外地闯荡多年的查全福回到了查济
古村。看到来村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查
全福拿出多年积蓄，在村里建了一处精品
民宿。

“查济村地处山区，有大量的古建筑
群，山水资源丰富，空气也非常好，特别适
合度假旅游。”查全福说，随着交通的日渐
便利和景区配套的完善，很多来自合肥、南
京、苏州等地的游客会选择在周末来这里
自驾游。

“现在客房很紧俏，我们这里已经连续
四五天客满，80%以上的客房都是通过线
上预订的。”查全福说，他正打算进一步完

善住宿条件，提升硬件设施水平，以吸引更
多的游客。

生态富民，反过来让村民更加注重保
护生态。养过蚕、种过地、打过工，查红卫
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发展，经营农家乐生意，
去年收入达30多万元。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吃旅游饭，
就一定要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好生态环
境，要让游客看到原生态的古村落。”查红
卫说。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多村民扔掉

了锄头，端上了旅游“金饭碗”。据统计，今
年查济古村的农家乐由2019年的174家
增加到200多家。昔日的偏远乡村，如今
成了旅游热地。

宣纸是我国传统手工纸的杰出代表，
也是文房四宝之一。作为宣纸的原产地，
千百年来，泾县人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艺
术创造力，演绎了“墨韵万变，纸寿千年”的
传奇。如何让这门传统手工艺为更多人喜
爱，重新焕发出时代光彩，泾县三星纸业有
限公司进行了反复的探索实践。

“这种宣纸主要以檀皮和稻草为原料，
由56名技艺精湛的捞纸师傅捞出，是创作
大型水墨画的绝佳纸张。”泾县三星纸业负
责人张必良告诉记者。

2018年，这家企业向宣纸抄制极限发
起挑战，并成功手工抄制四丈宣。据介绍，
抄制的四丈宣长14米、宽4米，经过晒纸、
剪纸等工序后，最后的成品宣纸长13.2
米、宽 3.6 米，受到宣纸爱好者的广泛
关注。

随着电商的兴起，很多宣纸文创产品
成了“香饽饽”。张必良也尝试通过电商渠
道销售宣纸，积极打造文创品牌，他将秦汉
瓦当装饰纹样与宣纸结合，生产出一种既
典雅又易于书写的粉彩纸，成为网上销售
的“爆款”。

目前，在泾县丁家桥镇，像三星纸业这
样的企业有100多家，全镇宣纸产量达
300余吨，手工书画纸及机械书画纸年产
量1万余吨，书画纸产量占全国的70%以
上。宣纸书画纸产业已成为该镇的主导产
业、优势产业。

借“纸”发力，做活“纸文章”。近年来，
泾县丁家桥镇加大宣纸原产地的宣传和保
护力度，加快宣纸书画纸等传统产业向文
化产业转型升级，深入挖掘宣纸历史文化
资源，促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打造宣纸文化特色小镇。

如今，泾县对外开放景区景点多达30
余家，包括国家4A级景区7家、3A级景区
6家。其中宣纸文化园是全国首批研学旅
游示范基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
保护示范基地；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
馆、皖南事变烈士陵园、王稼祥故居是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目前，全县有文
化旅游经营单位460多家，从业人员3.5万
多人。2019年全县接待游客559.72万人
次，同比增长18.38%；旅游总收入56.01亿
元，同比增长22.66%。

2020年，泾县加大力度加速推进全县
文化旅游重点项目23个，其中省重点项目
库项目11个、县旅游提质重点项目12个，
项目总投资114.67亿元。

安徽泾县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

演绎文旅特色 留住美丽乡愁
本报记者 白海星

游客在安徽省泾县桃花潭古街游览。 黄惠而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在甘肃瓜州县河东镇双泉村，大型机械收割机在采收紫花苜
蓿。 魏金龙摄（中经视觉）

近年来，安徽省泾县立足自然生

态和文化优势，实施文化和旅游资源

加速转化和深度融合发展，全力推进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实施旅游

提质“大会战”，走出一条文化推动旅

游发展、旅游促进文化繁荣的“旅游兴

县”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