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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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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州做足生态文章，助力乡村振兴——
云南安宁市光崀村：

好环境就是竞争力

“空心村”变文创园
本报记者 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作为广东省“一核一带一区”战略
定位中北部生态发展区的梅州市，充
分依托本地环境资源优势，坚定不移
走绿色发展之路，打造特色农业，推动
优势农产品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
通过配套民俗古村落保护修缮等项
目，打造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乡村
旅游于一体，通过“知名农业品牌+短
视频直播+主播带货”等形式，创新农
产品营销模式，走出了一条以乡村振
兴促进区域全面发展之路。

打响“梅州柚”特色水果品牌，依托
“世界长寿之乡”
优势开发
“寿乡水”
品牌，
推嘉应茶、客都米区域农产品品牌……近
年来，作为广东省
“一核一带一区”
战略定
位中北部生态发展区的梅州市，坚定不移
走好绿色发展兴市富民之路，换道超车，
走出了一条以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全面绿
色崛起之路。
广东省梅州市梅城区西阳镇直坑村美丽乡村一角。这里也是该镇
“画里西阳”
的风景点之一。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做强产业富民兴村
来到梅州市梅城区西阳镇北联村，只
见柚树上挂满了青色的果实，一些村民正
在果林下灌溉。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据梅州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黄增国介绍，梅州是全国
第二、广东省最大的柚果产区，是
“中国蜜
柚之乡”。2019 年，全市柚果种植面积
60 万亩，总产量 85 万吨，产值 64 亿元，柚
果产业已成为梅州农业支柱产业。
北联村党支部书记丘勇平介绍，村里
主要种植枇杷、柚子等经济作物。在区里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乡村振兴政策的扶
持下，全村枇杷、柚子等特色水果产业发
展得风生水起，人均收入突破 2 万元。
去年以来，梅州市已将梅州柚优势产
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列入重点工作，按
照
“大品牌、大科技、大企业、大产业、大融
合”
建设思路，高标准推进建设工作，全力
抓好项目落地。
按照计划，今明两年，梅州柚扩种面
积要达到 12 万亩以上，并在优势区范围
内打造 4 个连片 1000 亩以上的梅州柚标
准化示范果园，力争全市梅州柚种植面积
达到 100 万亩、产量达到 100 万吨、产值
达到 100 亿元以上。
同时，梅州还结合广东省赋予的生态
保护责任，把绿色发展融入乡村振兴工
作，提出打造
“果盘子、米袋子、菜篮子、茶
罐子、水缸子”的特色农业产业品牌发展
战略。据悉，今年梅州确定
“一村一品、一
镇一业”项目 125 个，落实项目建设资金
9119 万元，重点推动优势农产品的产业
化、规模化、品牌化。
在梅州市蕉岭县丝苗米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寿乡 1 号试验田里，农民正操作
着收割机收割稻谷。经实测，
“ 客都寿乡
1 号”早造亩产湿谷 1023 斤。
“ 早造亩产

过千斤，说明该品种丰产稳产能力很强。”
蕉岭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了解到，蕉岭县丝苗米产业园内
企业以土地入股、租赁土地、与农户签订
合同等形式，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产
业园内农民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15%。作为蕉岭县“一粒米”特色优势产
业的主力，丝苗米产业园走的是生产种
植、农耕体验、生态观光、休闲旅游、农产
品深加工融合发展的
“农业公园”
道路。
过去务农收入低，农民种田积极性不
高，蕉岭县河西村有弃耕土地约 800 亩。
在建丰粮业公司的带动下，农户享受到收
入增加的甜头，又开始主动种粮食，原有
的弃耕土地已全部复耕。
“梅州坚持做优传统产业、做强特色
产业、做大新兴产业，以产业兴带动乡村
兴，形成了梅州富民兴村产业发展新优
势。”
梅州市市长张爱军说。

“美丽经济”带来活力
“经过整治乡村环境，过去环境脏乱
差的乡村变身
‘美丽乡村’
，吸引力日益增
加，乡村游、民宿游带动农民增收。”梅州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帆说。
西阳镇直坑村依托穿村而过的白宫
河，打造以水上电子琴等景点为特色的生
态、乡土、宜居的“梅州春韵”第一村。记
者踏上河里似琴键的柱石，脚下用力一
踩，便有悠扬的音乐从河水中
“溢出”
。
据介绍，梅城区西阳镇辖区内有梅江
河、白宫河、龙坑河三条河流穿流而过，这
里是国画大师林风眠的故乡。目前，该镇
以纪念林风眠先生诞辰 120 周年系列活
动为契机，配合美丽乡村建设，加大其故
居整治力度，结合镇域生态旅游产业发
展，加快推进
“万里碧道”
等示范工程。

西阳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 万里
碧道”
“ 风眠画廊”等水景观建成后，不仅
将成为
“画里西阳”
的一道亮丽风景，还将
进一步改善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
乡村振兴，重要的一点是盘活乡村沉
睡的资源。梅州市平远县充分彰显了好
环境就是竞争力的说法。
平远县泗水镇梅畲村是传统古村落，
山水秀美。但随着年轻人外出务工，村子
出现
“空心化”
现象，曾经的龙颈古梯田杂
草丛生。
2018 年，梅畲村引进梅州市客天下
实业有限公司，通过整村流转入股，促成
了 2300 亩土地、463 户村民“资源变股
金、村民变股东、农民变员工”
的变革。同
时，通过配套民俗古村落保护修缮等项
目，共同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把梅畲村打
造成了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
于一体的
“客天下梅畲田园综合体”
，以每
年近 10 万人次的客流量带旺了这座距县
城 36 公里的乡村。
2019 年，平远梅畲村入选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目前，梅畲村农户承包地整村
流转涉及农户 461 户，占比 96.45%。在
村民入股变股东参与分红的同时，客天下
公司还把村民吸收为员工，彻底改变了过
去的传统农耕格局，让农民有工作、有股
权，
构建起新型农村建设格局。
据统计，
2019 年平远县实现农业总产
值19.5亿元，
同比增长4.5%；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84万元，
同比增长11.7%。

电商解决销售难题
“兴宁有着红色的历史、绿色的产业，
是农业大县，有许多特色农产品，希望网
友们多多关注，买买买！”日前，梅州兴宁
市副市长潘启东和兴宁农业企业组成
“卖

货团”，直播带货丝苗米、单枞茶、风味乳
鸽等特色农产品。
依托淘宝直播、抖音、快手等各大平
台优势，
梅州市通过
“知名农业品牌+短视
频直播+主播带货”
等形式，
创新农产品营
销模式，
有效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题。
近年来，梅州通过巩固
“一县一园、一
镇一业、一村一品”的建设成果，结合“百
村示范、千村整治”
和
“千企帮千村”
行动，
建立“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基地+农户”
的产供销链条，形成产业项目、新型经营
主体和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收益
分配，
为贫困人口铺就了产业致富路。
在蕉岭县三圳镇东岭村农产品种植
专业合作社菌种厂，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忙
碌着。
“通过电商技术培训，我们集约化发
展养蜂业等传统产业，并串联紫灵芝、金
线莲、香菇等基地，形成集群规模产业
带。”
东岭村党支部书记吴仕兴说，该村引
进了蕉岭县五福之乡长寿食品有限公司，
指导农户种植特色农产品共 210 亩，既为
村里提供了 50 个就业岗位，又可增加每
年约 5 万元的村集体收入，同时合作社带
动农户林下养蜂，每年每户大约可增收
3000 元至 5000 元。
此外，梅州积极引导新型农民返乡、
本土人才回乡、技术人员下乡，引进农村
科研、农技服务、农企管理等专业人才，为
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撑。
五华县龙村镇湖中村 2018 年通过人
才回乡计划，选拔外出回乡优秀党员何俊
霞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俊霞
充分发挥“头雁”作用，引进企业建设 100
多亩以小龙虾养殖为主的生态种养基地，
大力发展养殖产业。如今，湖中村村集体
经济年收入从 2016 年的不到 7000 元提
升至 11 万元，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提
升至 1.12 万元。

小辣椒种出“甜滋味”

斌 曹 松

夏季，云南省安宁市太平新城街道光崀村里格外热闹，一波又一波的
游客前来探访，
“光崀赶街”
成了周边市民的新时尚，小村每日客流量最多
可达上千人。
背靠西山，坐落于山间谷地；风光旖旎，保留着农业文化和山村特色；
漫步村中，眼前的土坯房变成了茶室，小瓦房里藏着书吧、陶艺坊……不
大的光崀村处处都是惊喜。可就在 5 年前，这个秀美的小山村还面临着
成为
“空心村”
的可能。
太平新城街道党工委挂职副书记邵杨晖告诉记者，2015 年，由于安
宁市城市建设需要，光崀村整村搬迁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小区。遗留下来
的空村如何开发建设？失地之后的 100 户村民如何找到发展路子？这成
为摆在当地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光崀村地处安宁市太平新城东部旅游产业观光带，距离昆明主城区
20 公里。基于这样的地理优势，当地政府提出“基于原貌，整体开发，打
造文创特色村落”
的想法。首先，太平新城管委会与云南财经大学开展合
作，让村子成为高校的文创基地。然后由光崀村全体村民成立安宁匠春
旅游文化专业合作社，统筹村庄集体建设用地及原有房屋等资本，参与联
合运营。在保持原村落建筑居住格局、田园生态景观整体风貌不变的情
况下，
由
“政、校、企、农”
合作运行管理。
乡村振兴，先得引才留人。免 5 年房租的好政策，让一批艺术家和文
艺青年首先入驻光崀，
成了
“新村民”
。
退休大学教授武斌来到光崀村，打造了一处“铁意坊”工作室。走进
工作室的院落，一只造型别致的恐龙引人注目，它由报废汽车等材料经过
设计组装起来。此外，废旧电脑组成的“猫咪”
、雨伞骨架制作的“蜘蛛”
、
废车头制作的“鱼骨”
……日常生活里的废旧物品在小院的新主人手里都
获得了新生命。
“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每个
人都可以是艺术家。
”
武斌说。
以文创和山水田园为定位，不同的院落设置不同的主题。截至目前，
光崀村引入了剪纸、柴烧窑、琉璃、皮雕、香道、茶道等 36 家非遗和传统农
耕文化创意企业，
项目建设投资总额已超过 1200 万元。
文创助推，让不少社会活动纷纷落地光崀：幼儿春游活动、大学生艺
术实践、光崀读书实践会……这些活动让光崀村的文创基因更加活跃。
邵杨晖表示，光崀还要趁热打铁，打造集文创体验、乡村集市、田园亲
子、民宿餐饮、田园康养等于一体的复合业态，建设一定规模的乡村旅游
休闲基础设施，利用山林库塘打造 2000 亩的田园综合体。
“通过盘活宅基
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促进资源变资产，促进农民居住城镇化，带动农民通
过合作参与文创，实现收入多元化，最终让集体经济发展，
‘新’老村民共
同受益。
”

河北迁安市杨各庄镇：

扫二维码看村情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李 瑛
近日，
在河北省迁安市杨各庄镇徐流口村的大街小巷，
农户院门口悬
挂着的“美丽庭院”牌子上又多了一项内容：
“ 乡村振兴智慧农户二维
码”。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
“我的家”
“小微权力清单”
“本村公示栏”
“杨
各庄新闻”
……一目了然。
“这二维码真是方便，来村里的游客拿手机扫一扫，就能了解咱这美
丽乡村有啥特色、特产和风情。”徐流口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春
杰说，
村民们扫一扫，
就能轻松掌握乡村建设的各种相关信息。
记者了解到，杨各庄镇“乡村振兴智慧农户二维码”是迁安市乡村振
兴大数据平台贴近基层、服务
“三农”
的多样化形态尝试之一。
杨各庄镇副镇长刘祎告诉记者，在“乡村振兴智慧农户二维码”信息
平台上，
通过设置美丽乡村展示、便民服务等功能，
简化公开形式、畅通反
馈渠道，
让村民足不出户就能掌握政策、进行例行监督、提交意见、得到反
馈，
让村民敢监督、想监督、能监督，
打通了乡村治理的
“最后一公里”
。同
时，
通过微信扫码又能让游客详细了解全镇的旅游特色、乡土风情等。
徐流口村的张波是一名党员，平时对镇里、村里的各项工作比较关
注，他自己懂政策、会经营，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如今，一有空，他就
会扫一扫门前的二维码，
了解镇里正在开展的工作。
“乡村振兴让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村庄的发展，就没有
自己的事业。
”
张波告诉记者，
前段时间，
通过二维码了解到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村里对餐饮行业有严格要求，
他就立刻按照上面的提示，
完善了自家
饭庄的各项设施，让客人有一个安心舒适的用餐环境，受到了游客的好
评。
“这小小的二维码就是一个大窗口，让我们村民和游客都能看到自己
需要的信息。
”
张波说。

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 乔文汇 通讯员 费 翔

新疆温宿县依希来木其村农民在收割辣椒。
迎着夏日的初阳，在依希来木其村的
田地里，张建华弓着腰，仔细将辣椒丛中
的杂草拔掉。他是当地种植大户，受依希
来木其村两委委托，正带领村民种辣椒。
“抬头望市场，低头看地况。”望着绿油油
的辣椒田，这位种地“老把式”感慨万分，
“不盲目跟风，种有需求的，种适合咱这土
地的，改种辣椒这一步算是走对了”
。

马文涛摄（中经视觉）

依希来木其村地处天山脚下，
位于新
疆温宿县依希来木其乡。曾经，
这里以种
红枣为主，但由于市场需求、管理粗放等
原因，村民收入连年低位徘徊。两年前，
温宿县税务局“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
驻村工作队入驻后，经过征求村民意见，
决心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
驻村工作队请来的专业人员分析认

为，
依希来木其村土壤肥沃、水源充足，
适
宜辣椒生长；光照时间长，种出的辣椒品
质好，且成熟后在枝头就能蒸发水分，采
摘处理所需人力少。于是，
小辣椒成为调
结构主打作物。
“辣椒能卖到哪儿啊？
“
”从来没种过，
到底好不好种？”
“都种辣椒，会不会价格
上不去？”
……村民大会上，
大家纷纷表达
自己的顾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马文涛
表示，
通过政策引导、大户带头、技术跟进
三步走方式，
推广辣椒种植。对有意愿种
植的农户统一发放地膜、肥料，待辣椒销
售后农户再支付农资费用。
“当时，工作队希望我能带头试种辣
椒，并承诺包技术、包销路。”村民刘元平
告诉记者，
“那会儿心里确实没底，
想着反
正前几年也没挣啥钱，就决定试试，一下
就种了 20 亩，结果效益相当不错。”少数
村民试种成功，
更坚定了依希来木其村发

展辣椒种植的决心。
“种辣椒挣钱多，身上有劲。”谈及改
种辣椒的好处，村民马木提·艾合买提打
开了话匣子，
“工作队请专家来讲技术，
还
带我们到示范户地里参观。我们一盘算，
种辣椒产出高、成本低，确实可种。”去年
收货后一算账，
这位朴实的农民心里乐开
了花：
30 亩辣椒地，
挣了 10 万元。
如今，
依希来木其村的辣椒种植面积
较去年翻了一番。为了分散风险，
多元增
收，村民们在工作队引导下，又引种了大
樱桃、美国杏李等经济作物，走上了多样
化、差异化发展道路。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打造品牌。
”
张建华说，以往村民各卖各的，现在则依
托专业合作社，
在晾晒、包装、销售各环节
都严格把关，根据市场行情统一销售价
格。
“小辣椒种出了
‘甜滋味’
，
我们要让咱
村农产品都成为持续下
‘金蛋’
的母鸡。
”

近年来，广西柳州市融安县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耕作，全县水稻机收
率达 80%左右。当前正值早稻成熟季节，融安县农民抓住晴好天气，抢收
早稻。图为在融安县潭头乡新桂村，
农民在收早稻。
谭凯兴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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