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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司莫拉”，佤语意为“幸福的地方”。
云南腾冲市清水乡三家村辖中寨、冯家营、三家村、团结、何家寨5

个自然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云南省美丽村庄。其中中寨司莫拉佤族村
有500多年历史，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近日，记者走进司莫拉佤族村，这里青山环抱、泉水潺潺、空气清
新、景色宜人。古树、古泉、古村彰显原始生态之美，寨门、图腾、酒歌绽
放民族文化特色，浓浓的民族风情吸引了不少游客来此游玩。

44岁的村民李发顺回忆说：“过去，住着茅草房，走着泥巴路，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如今，这里是一个干净整洁宜居的佤族特色村。

清水乡三家村党总支书记赵家清说，通过人居环境整治，村里的基
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变，全村铺上了火山石硬化路，重新翻修了公厕、卫
生室等，司莫拉佤族村成功申报为3A级景区，乡村环境不断改善。村
里还将美丽乡村建设与佤族文化保护传承相结合，“我们通过‘寻找一
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展示一个特色、跳好一支舞蹈’4项举措，着力
挖掘、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赵家清说。

记者看到，村子里新修了佤族风情广场、木鼓屋、民俗文化陈列馆、
寨心桩、大箐古榕树群、七子泉、农耕文化观光区、瓜果采摘体验区等极
具佤族特色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佤族文化挖掘保护、乡村旅游发展
的同频共振。来自保山市的游客王女士不停地用手机拍下眼前的美
景，她说：“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干净宜居的环境，深深地吸引着我。”

乡村旅游给村民带来了实惠。在李发顺的家里，他和妻子忙着做
各式各样的大米粑粑，“大米粑粑是我们这里的节日传统食品，很多人
来了都要尝尝，每到周末、假日，最多一天能卖出几百个。”李发顺告诉
记者。

美丽乡村建设任重道远。赵家清表示，下一步，他们将以5A级景
区建设标准推进司莫拉幸福佤乡建设，打造“幸福旅游+”产业，以更优
的人居环境质量，建设更多的美丽乡村，串点成线、以线促面，推进乡村
产业结构转型。

云南腾冲市清水乡三家村：

风情佤寨“司莫拉”
本报记者 曹 松

河南鹿邑县抓住优势加快发展——

化妆刷刷出美丽新产业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李小伟 朱 丽

“这个是散粉刷，采用猫耳型圆弧，便
于取粉和定妆，用的时候将散粉轻轻地抖
落在盖子上面，然后就可以刷在脸上，非
常好用……”近日，在河南省鹿邑县化妆
刷产业园海新化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产
品展厅内，鹿邑县委书记梁建松向记者介
绍该县的化妆刷产品。

突出优势选产业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
键。产业怎么选？必须立足实际、突出优
势、找对路子。为此，我们下足了功夫，进
行了广泛调研，最后选定化妆刷作为重要
突破口。”梁建松说，“尾毛加工在鹿邑已
有近40年的发展历史，群众基础好、技术
能手多、行业认可度高，加上污染小、市场
大、带贫效果明显，所以，我们决定把尾毛
制刷产业作为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发展县
域经济的重要抓手精心培育。”

鹿邑县的尾毛产业可追溯到上世纪
80年代初。当时，农村家家户户养羊，自
从张店乡大谢庄建起全县第一家尾毛加工
作坊，尾毛加工产业便像雪球一样越滚越
大，并且在国内市场有了较大影响力。90
年代初，一批鹿邑人开始南下淘金，相继在
全国开办尾毛加工厂1600多个，足迹遍及
深圳、东莞、天津等大城市。许多打工者成
为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家，尾毛制刷也成
为鹿邑县的特色优势。

“化妆刷虽小，但做起来需要‘绝活’，
工艺复杂着嘞！”鹿邑县尾毛办主任孙坤
介绍说，化妆刷制作工艺流程非常精细，
技术门槛高。调配、清洗、定型、墩杯、压
圆、接杆等每个环节都有一定技术含量，
仅墩杯一项就又分出8个流程，每个流程
都有很多诀窍。

记者在张店镇三川毛业生产车间看
到，30多位工人在紧张赶制订单。该公司
负责人杜树林“梳羊毛”的绝活让人叹为
观止：一搭手，就知道毛根毛尖；抓一把，
就知道多少根，一根不差。“我们这里的人

都有梳理羊毛的‘童子功’，从小接触，直
接上手，没有技术障碍，外地人没有三五
年时间上不了手。”杜树林说，在公司，一
个熟练工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

引回人才再创业

昔日“孔雀东南飞”，今朝“凤还巢”。
随着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部分在
外创业成功人士有了返乡创业的愿望。于
是，鹿邑县大力实施“引凤还巢”工程，县财
政每年提供不少于5000万元的返乡创业
发展基金，为返乡创业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规划建设1000多亩的化妆刷产业园；为创
业者兑现新建厂房补贴和房租补贴，提供
创业开业补贴，落实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
税政策。灵活采取“老乡带老乡、老乡引老
外”等多种形式，吸引鹿邑籍化妆刷企业回
乡投资办厂。作为主要推动者，梁建松多
次带队南下深圳、广州，北上河北、天津，举
办座谈会、招商会、洽谈会、对接会，在一次
次充满乡音的对话和乡情的感召下，一批
批创业者纷纷返乡“二次创业”。

海新化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秦
应成是土生土长的鹿邑人，以前一直在河
北经营尾毛加工企业。鹿邑县推出返乡创
业优惠政策后，秦应成决定把企业搬回故
乡谋发展，这一决定也让他的企业驶上了
发展的快车道。目前，他拥有3家尾毛制
刷公司，年销售额在2亿元以上。

“回乡发展得到了县委县政府有关部
门的支持，厂子办得很顺利，从简单的梳
羊毛到如今做高档化妆刷，从产业链的末

端做到顶端，从养家糊口到赚外汇，我们
把‘小手艺’做成了‘大产业’，现在看，当
初返乡创业的路子是走对了！”秦应成说。

提质增效铸品牌

随着化妆刷企业的兴起，产业链配套
企业也随之相继落户，形成了化妆刷生产
所需的尾毛、口管、铝皮、木柄、拉丝、箱包
等配套完整的产业链，从业人员达6.6万余
人，年产值达35亿元。目前，131家尾毛化
妆刷及配套企业落户鹿邑化妆刷产业园。

有了产能还要有自己的品牌。“原来主
要为宝洁、欧莱雅、香奈儿、玫琳凯、雅诗兰
黛等国际品牌贴牌生产，处于产业链的前
端、价值链的低端，生产量很大，利润却不
高。”梁建松说，“贴牌生产永远受制于人，
必须转型升级，拥有自己的品牌，打造核心
竞争力，尾毛制刷产业才能做大做强，主导
产业集群发展优势才能越来越明显。”

在鹿邑县的积极倡导和政策扶持下，
鹿邑化妆刷企业先后注册了“初茵”“蔻莲
娜”“惠姿蔓”“蓝魅儿”等化妆刷自主品牌
50多个，申请技术专利36个，培育高新技
术企业4家，15家企业在中原股权交易中
心成功挂牌。

为推动尾毛化妆刷产业转型升级，鹿
邑筹建了国家级化妆刷质量检测中心，制
定的化妆刷地方标准填补了国内此类产
品地方标准的空白，涵盖产品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
储存等技术要素，为化妆刷产业提质增效
提供了强力支撑。

作为传统行业，尾毛加工过程也会产
生一定的污染。为此，鹿邑县政府出资
6000多万元建设污水处理厂一座，组织企
业自建污水处理厂4座，最终实现生产全
过程零污染，产业发展没了后顾之忧。

目前，鹿邑县大大小小的化妆刷企业
达1000多家，尾毛出口总量占全国化妆
刷原毛出口的80%，年产羊毛3000多吨，
尼龙毛9000多吨，生产各类化妆刷1.5亿
套，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产
值50多亿元，出口创汇21亿元。以县尾
毛产业园区为主体和龙头，全县各乡镇加
工点遍地开花的产业链日趋完善，主导产
业的带动效应凸显。鹿邑先后荣获“全国
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县”“中国化妆刷之
乡”称号，化妆刷产业园被河南省政府确
定为“省级特色产业集群”，被国务院确定
为“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羊绒是尾毛制刷产业的副产品，扔
掉可惜。为把‘废品’变‘商品’，形成产
业、拉动经济、促进就业，我们下决心强力
推进羊毛衫加工业。”梁建松告诉记者，目
前全县羊毛衫纺织企业已经发展到54
家，拥有电脑织机6500台，缝盘1500台，
建成缝盘加工点30个，年产各类针织服
装6000万件，使鹿邑成为河南省最大的
化妆刷生产基地、羊毛衫加工基地，带动
全县创业就业7.5万人。

“再经过几年努力，我们力争建成一个
链条完整、配套完善、产研销一体的百亿级
化妆刷产业特色集群，把‘中国化妆刷之乡’
打造成为‘中国化妆用具之乡’，让鹿邑成为
国际美丽产业新的集散地。”梁建松说。

在河南省鹿邑县化妆刷产业园一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加紧赶制订单。 陈海棠摄（中经视觉）

河南省鹿邑县立足地方实际，抓

住优势，将群众基础好、技术能手多、

行业认可度高的化妆刷产业作为发展

县域经济的重要抓手精心培育，出台

鼓励政策吸引人才返乡创业，打造自

主品牌引领产业集群发展，延伸配套

产业链，筹建国家级化妆刷质量检测

中心、制定化妆刷地方标准，引领产业

转型升级，不仅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更

为地方经济发展“绘”出一片新天地。

在广西东兰县武篆镇上圩村，村民罗智一大早就来到自家油茶林
里忙碌。

“近几年退耕还林后，林业技术人员帮忙改造油茶低产林，提供种
植技术培训，油茶产量逐年上升。”罗智说，现在每亩油茶年产值都在
1500元左右。

东兰地处滇黔桂石漠化片区，全县有288万亩林业用地，其中大石
山区180万亩，占62.5%。该县30万人口中，有26万多人居住在“九分
石头一分土”的4700多个山垌场里，人均耕地不足1亩，土地贫瘠，收
入来源少。于是，群众大量毁林开荒造田，导致水土严重流失。生态难
改善，产业难发展，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近年来，通过退耕还林，积极发展经济林产业，东兰县走出一条生
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原来的荒山逐渐变绿，
原本夹杂着黄泥的溪水开始变清。

板栗种植在东兰县已有400多年历史，目前全县板栗种植面积
32.5万亩。在隘洞镇板老村的东兰县板栗产业核心示范区，原本树冠
高大的板栗嫁接后，产量和效益都得到提高。

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后，板老村村民韩建凡将自己的10亩承包地种
上了板栗树。

“退耕还林政策好，村里有了好生态，农民赚了钱。”韩建凡说，当地
林业部门免费帮助农户进行低产林改造，为他们提供技术培训。韩建
凡家以前每亩年产板栗300斤左右，改造后亩产达到500斤。按照每
斤6元的平均收购价，收入达到3万元。

据统计，实施退耕还林以来，东兰的森林覆盖率由2000年底的
62%提高到 2019 年的 84.25％；石山灌木平均盖度由 22%上升到
35%；累计获得国家退耕还林补助5.76亿元，涉及4.9万退耕农户22.5
万人，户均补助1.17万元。

目前东兰大部分板栗林进入盛果期，预计年产量2万吨，产值1.2
亿元。

依托大面积的板栗林等林地，东兰实施“互联网+乌鸡养殖”项目，目
前已建成688个养殖场，累计投放鸡苗172.78万羽，出栏115.08万羽，
带动2.06万户贫困户共7.45万人参与，实现养殖收入771.8万元，村集
体经济收入97万元。

退耕还林让一些群众有了稳定而光荣的工作——护林员。每周
二、周四和周六，东兰县隘洞镇恒江屯的护林员刘明周都会骑着摩托车
去巡山。“一年工资1万元。”刘明周告诉记者。

林业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东兰县林业
局副局长石华介绍，目前全县已形成油茶、板栗、核桃三大经济林产业，
带动油茶生产、食品加工、冷链物流等发展。2019年全县林业产业总
产值达18.14亿元，6.6万余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退耕还林、生态公
益林补偿和相关林业特色产业中受益。

广西东兰县：

退耕还林产业兴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刘廷智

盛夏，走进新疆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宫
村，紫色花海一望无际。已脱贫的村民侯
毛毛挥汗忙碌在花田中。“种一年薰衣草
抵3年玉米的收入。以前靠种这种紫花
花脱了贫，现在还要让紫花花带一家人过
上小康生活。”说起眼前成片的薰衣草给
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64岁的侯毛毛喜上
眉梢。

霍城县所在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属
于新疆旅游、水土等多种资源富集区。当
地依托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
业，乡村振兴后劲十足。

芦草沟镇四宫村曾因砂石遍地、土地
贫瘠而被称为“石头滩”，全村735户村
民，有贫困户75户。

为了改变贫困村貌，2010年，四宫村
党支部尝试引导村民种植薰衣草。当时
靠种玉米维持三口之家生计的侯毛毛，成
为村里第一批种植薰衣草的村民。“很多
人不愿意种薰衣草，担心收入不高。但是
年底每亩收入达到了600元，比种玉米、
小麦高出100元。”在满地石头的耕地，耐
旱的薰衣草让第一次种植的侯毛毛尝到
了甜头。

薰衣草花开收益年年高。2013年，
薰衣草亩均收入达到3000元，村民种植

薰衣草热情随之高涨。到2019年，四宫
村薰衣草种植面积1.2万亩，占全村耕地
面积的95%。

2014年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侯

毛毛，通过种植薰衣草在 2016 年实现
脱贫。

走进紧邻薰衣草田的侯毛毛家，小院
菜园规划整齐，辣椒、茄子、土豆等蔬菜长

势喜人。曾经漏风漏雨的土房子，已变身
为宽敞明亮、家电齐全的富民安居房。仅
13亩薰衣草田，每年就可为侯毛毛一家带
来6万多元收入。种植薰衣草还让四宫
村农户户均年收益达到2.5万元。

“种植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还要在产
业链延伸和培育壮大上下功夫。”芦草沟
镇党委书记王浩说，围绕万亩薰衣草田，
四宫村加速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采用

“合作社+企业+农户+电商”模式，引进薰
衣草精油加工企业，开发薰衣草精油、香
皂、香水、香枕产品，提升附加值；打造四
宫村解忧薰衣草农场4A级景区，带动
200人稳定就业；做旅游文章，利用农家
乐、特色民宿、电商带动周边上千名富余
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种植薰衣草富起来的四宫村，将目光
投向了美丽乡村建设，投入4000多万元
改善人居环境，村道宽阔笔直，村居错落
有致，花海成为新的风景。2019年新近
引入的民宿游项目从无到有，初具雏形，
目前全村即将建成各类民宿38家，共有
300多个床位。

昔日落后贫困的四宫村，借助芳香四
溢的薰衣草，经过10年耕耘成为当地有
名的富裕村，是霍城县发展“紫色经济”产
业的缩影。目前，霍城县薰衣草种植约
5.6万亩，每年可生产薰衣草精油200多
吨，薰衣草干花1000余吨，可实现产值约
10亿元。

“由于前期种植引进的薰衣草品种较
杂，影响薰衣草产品质量。县里已经投入
1.5亿元进行薰衣草品种培育，提升薰衣
草种植品种。以后，这些薰衣草给老百姓
带来的收益将更高。”霍城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曹世平说。

新疆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宫村：

种好薰衣草 脱贫又致富
本报记者 马呈忠

新疆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宫村的薰衣草花海。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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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腾冲市清水乡中寨司莫拉佤族村，村民李发顺制作的特色
美食大米粑粑吸引了众多游客。 本报记者 曹 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