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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在一片片长满水稻和荷叶的绿浪中，白墙
黑瓦的两三层楼群错落有致，镶嵌在精心打造
的绿色园区里，每个园区都依河而建，充满人文
气息，每一处都是那么精致，堪称一步一景一幅
画，一草一木皆相宜。

眼前的一切，若不是亲眼所见实在难以想
象。这几个新建村，浑然天成，各具特色，每个
村的文化主题不同，除保留了原有的乡情风貌，
还注入了时代元素，把水乡村居文化发挥到了
极致。

这是笔者在江苏建湖县的恒东、收成等十
几个村实地走访时看到的景象。当地同志介
绍，建湖在美丽乡村建设和治理上也走过一些
弯路——大拆大建，让农民进城居住。但是，人
进城了，农民们多年来形成的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依恋土地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
的。他们的根在农村，生活圈子在农村，田地还
在农村，他们的乡愁是抺不去的。人在城里，田
在村里；身在楼上，心在地里。

不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推进乡村建设和治
理工作是行不通的！现实和问题摆在面前，建
湖县委一班人冷静下来，对此前推进的乡村建
设工作进行了反思。大家认识到，在中国农村，
各地的差异性较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乡风
民俗，人文特色。多年来，正是这些风俗习惯润
物无声、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德行操守，对
维护乡村安定团结、发展进步起到重要作用。
这就是“乡愁”，每个地方、每个人的乡愁不同，
但留住乡愁、留住心中那份美好的期望是共同的。让乡村的记忆在社会
发展中永续下来，这是乡村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

在苏北农房改善中，盐城市委、建湖县委在探索实践中得出结论，让
农民留住乡愁，就要保护好乡村的文化，就得处处为农民着想，让老百姓
过得幸福。于是，他们坚持借景规划，依托村庄自然资源进行美丽乡村
建设，空间摆布合理科学，最大限度地保持原生态村庄风貌，充分彰显里
下河地区的水乡特色。针对农村发展中长期遗留的一些问题，他们想方
设法，破解难题，统筹城乡建设，在充分吸取各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
地实际，精心谋划乡村发展新模式，探索并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地农村发
展和乡居文化传播的好路子，让老百姓在乡村的记忆中，不忘初心，不丢
特色，提升生活品质。

建湖县委成立了专办，对全县村庄作出统一规划，让那些原本零散
的农户集中起来居住。农民们拆除原来的危旧房，退宅还田。政府补偿
给农民房屋拆迁和宅基地退出资金，农户可选择进城、进镇或购买由政
府为他们代建的农村住房。

同时，针对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土地碎片化现象，探索推进土
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土地条田化、农业农场化、耕作机
械化，既提高了农业比较效益，增强了农业吸引力，也带动了村集体发
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建湖的养殖业、种植业因此蓬勃兴起，引来不少数
亿元投资的农业项目，千亩鱼塘、万亩粮田的承包大户越来越多。尤其
是具有水乡特色的水产养殖，品种多、产量大，销售到全国各地乃至
国外。

在建湖县，新建的农村小区实行社区化管理，把城市社区的功能运
用到农村。这些新建的农村小区都有服务大厅，“网络多跑路”，让农民
办事不出村，极大地方便了群众。且每个农村小区都建有娱乐室、食堂、
医疗服务站、乡村事务调解室乃至日间照料中心、康乐中心等，把老年人
组织起来，并有专人照顾。

走访中，从村民们脸上，可以强烈感受到他们的幸福。而印象最深
的是领导干部推进各项工作时，始终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作决
策。据了解，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建湖县工作专办坚持把每一
个细节想周全、每一项工作做到位。比如在农民住房的户型设计上，他
们精心设计建筑形态、户型结构，提供不同房型供群众选择，满足了群众
的多样化需求。

如今，一个个农村新建小区，在西塘河畔美丽矗立。可以预见，伴着
新时代的号角，在不久的将来，建湖这个黄海西岸的璀璨明珠在盐阜大
地上会散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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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郊金山为上海市民打造出水果公园——

吕巷的“果盘子”好吃又好看
本报记者 李治国 通讯员 刘震西

秋风送爽，正是收获的季节。上海板
扎果园有限公司、上海怡神园猕猴桃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金辉这几天格外忙
碌，正准备“板扎”猕猴桃上市。

黄金辉是土生土长的上海金山吕巷镇
人。经营着金山吕巷的300余亩生态水果
园和金山廊下的150亩种植基地。据了解，
在占地1万余亩的吕巷水果公园内，分布着
25个以上特色水果种植基地，种植有35种
以上特色水果。“7月份有蟠桃，8月份开始
卖黄桃，9月份有猕猴桃……”黄金辉说，拥
有上海唯一水果公园的沪郊吕巷镇，正逐
渐成为上海市民名副其实的“果盘子”。

品牌引领，
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好的，50箱葡萄今天装箱寄出。”上
海圣泉葡萄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子有接
到订单电话后，马上就在基地内忙碌
起来。

王子有在吕巷镇种植葡萄已有20余
年，在他的精心培育下，“圣泉”牌葡萄渐
渐打响。近年来，“圣泉”牌葡萄陆续在国
家、市级评选中获得5项金奖、6项银奖。

“政府鼓励我们打响品牌，而施泉葡萄园
的成功，则让我看到了品牌的力量。”

王子有所说的施泉葡萄园，就在他家
葡萄园的旁边。近年来，“施泉”牌葡萄连
续15次获得全国金奖，被认定为国家原
产地保护产品，是上海知名品牌。如今的

“施泉”葡萄根本不愁卖，都是消费者慕名
到合作社购买，而价格却比普通葡萄高一
倍。“在现有基地上获得更大的产出，品牌
化是必经之路。”王子有告诉记者。

如今，在吕巷镇政府的大力宣传和示
范基地的引领带动下，打造品牌已然成为
辖区众多水果种植户的共识。在水果公
园区域内，逐渐涌现出“皇母”蟠桃、“施
泉”葡萄、“敏蓝”蓝莓、“平漾”樱桃等10
余个水果品牌。“品牌的辐射延伸效应，让
吕巷地产农产品平均价格和亩均产值显
著提升，有效提升了区域农产品的竞争
力。”吕巷镇镇长朱明建表示。

产销联动，
合作社抱团闯市场

今年8月份，上海金山区农民合作社
联合会第一家分会——吕巷分会揭牌成
立。这是吕巷镇政府为加大新型种植技
术推广力度，实现优质农产品产供销一体
化的新举措。新成立的吕巷农联分会将
发挥合作社联合组织作用，加强地区农产
品组织销售，统一种植生产标准，加强品
牌建设，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上海圣泉葡萄合作社是第一批加入
吕巷农联分会的合作社。谈到加入农联

分会的初衷，王子有显然有自己的打算。
“除了能享受种植技术指导等服务外，还能
整合全镇优质农副产品，做到全年有品质
农副产品销售，显著增加客户黏性。”王子
有告诉记者，“单个合作社体量太小，加入
农联会与全镇优质合作社抱团开拓市场，
合作社的抗市场波动风险能力显著增加。”

同时，在镇级层面，吕巷镇还借助“蟠
桃节”“葡萄节”等节庆活动，搭建金山、浙
江平湖等地优质农产品展示平台，进一步
拓宽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镇集体企业
吕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在建设水果公园、
发展地区农业旅游外，还积极参加产品展
销，建立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推销地区优
质农产品。

科技助力，
打造产业发展新引擎

吕巷镇党委书记黄辉云刚履新3个
月，还没到吕巷工作时，他心里就有这样
一个疑问：“为什么吕巷的水果这么多，还
这么好吃？”系统密集调研后，这个问题有

了答案：占地1万余亩的水果公园内，密
集坐落着上海市蟠桃、蓝莓2家市级研究
所和金山区葡萄、哈密瓜、火龙果3个区
级研发中心。“这些科研机构，对地方水果
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无疑是巨大且卓有
成效的。”黄辉云表示。

吕巷镇种植蟠桃历史悠久，是长三角
有名的“蟠桃之乡”，2011年1月，上海市蟠
桃研究所在吕巷镇成立。据了解，自落户
吕巷以来，研究所已为当地引进了20多种
蟠桃新品种；针对蟠桃上市期集中、保存时
间短的问题，研究所除筛选引进4个早、晚
熟品种外，还实验推广设施蟠桃种植等技
术，使蟠桃产值提升到每亩2万元至5万
元，让农户的收入提高了5倍至8倍。

上海金山区葡萄研发中心成立于
2012年。中心加大技术推广力度，向区
内1500余亩基地输出“施泉”技术规范标
准和“施泉”品牌，引进近30种葡萄新品
种。通过品牌带动和技术输出，全区葡萄
销量明显增加，平均价格提高35%，平均
亩产值增至3万元左右，有效促进了地区
农民增收致富和金山葡萄产业发展。

“皇母”蟠桃先后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拥有独特的香味、甜味、鲜味、回味，又被称为“四
味”蟠桃。图为果农正在采摘吕巷“皇母”蟠桃。 庄 毅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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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

走进广西北流市新圩镇河村，见到昔日的破砖烂瓦、泥泞道路如今已
被小花园、微菜园等代替，生机勃勃的微菜园和错落有致的传统屋舍共同
构成一幅悠远恬静的美好图景。这一变化是一年来河村实施土地综合整
治取得的效果。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河村新建房屋越来越多，但旧房
屋闲置破损，环境脏乱，有新村却无新貌。

作为北流市首批乡村振兴试点村之一，自去年起，河村启动实施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村党支部书记陈家平介绍，以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为抓手，河村集成推进乡村振兴各方面改革举措，探索出政府主导、市
场化运作、农民主体参与的乡村振兴模式，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可持续
发展。

北流市乡村办主任梁单表示：“我们总体想法是，市里所有项目进入
河村，都以村民合作社为主体，这样不仅能统筹劳工务工，也能壮大村集
体经济。”据统计，该村腾出村庄建设用地复垦用地96亩，政府收购用地
指标后，村集体获得收入876万元。同时，村里对新宅占用的耕地征收耕
地开垦费，全村因此获得收入300万元。这些资金有力支持了河村乡村
振兴建设项目的规划、建设与运营。

经过一年建设，目前的河村风景秀丽、道路整洁、瓜果飘香，成为产业
发展和旅游有机结合示范村。在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该村还通过发
展产业、入股土地分红、设置公益性岗位等方式，实现了贫困户76户292
人脱贫。

河村所处的北流市为全国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试点城市，也是全
国首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地区。北流市扶贫办主任徐庆强告诉记
者：“北流市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出台了《北流市土地整治项目助推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等文件，由市新农投资有限公司与项目所在地村民
合作社签订指标收购协议及工程委托书，在全市278个建制村的村民合
作社下设劳务有限公司，负责承接土地整治项目工作。2019年通过土地
复垦整理，全市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平均每村增加8万元，265名贫困户共
获益75.6万元。”

广西北流市深入推进土地综合整治——

新村有了新面貌
本报记者 周骁骏 童 政 通讯员 梁进维

甘肃民勤培养壮大特色产业、优势产业——

“一业多品”兴百业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马爱彬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初秋，甘肃省民勤县东湖镇万亩茴香
花竞相开放。在阳光照耀下，远远望去，
犹如一幅淡绿的水墨画，丛丛茴香花儿随
着秋风轻轻地摇曳，散发着阵阵清香，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

“茴香是一种天然草本植物，耐干旱、
抗病虫，其茎叶、果实均是绝佳香料，可用
作烹饪调味品；同时它还是一味中药材，
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具有安神、止痛等
功效。”种植户杨在海说，今年茴香花儿开
得这样繁茂，长势这样喜人，肯定是个丰
收年。很快，小茴香就能上市了。

民勤县东湖镇位于腾格里沙漠边缘，
是全国茴香重点产区，因其种植面积大、
产量高、质量好，被誉为“茴香之乡”。近
年来，该镇依据地域优势，深挖茴香无公
害、无残留绿色食品的潜力，不断扩大茴
香种植规模，推进茴香产业优化升级，采
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销模式，在
上润、下润、东润等6个村建成万亩出口
茴香基地，连片种植绿色优质茴香 1.2
万亩。

“我们把建设外向型农产品出口示范
基地作为农业外向、高效发展，提升农产
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通过严格
规范技术要求，提高优势农产品出口附加
值和质量水平，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总
量。”东湖镇党委书记张世成介绍，在建设
茴香基地过程中，东湖镇请中科院编印分
发《有机绿色茴香种植技术规程》，邀请技
术专家开展专题培训，组建技术服务队，
从种子选用、施肥、浇水、用药、采收等各
环节全程指导服务，严格控制化学农药施
用，确保基地产品全面达标。

这几天，民勤县收成镇大漠蜜瓜外销
热络，田间地头、交易市场随处可见农民
忙碌的身影，采摘搬运、选级装箱、过磅装
车……人来车往，一派繁忙。

“今天采购的蜜瓜无论是品相还是口
感都极佳，肯定会被顾客点赞。”民勤县盛
跃特色产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负责
人梁廷锐正指挥工人将采收来的蜜瓜分
拣、套袋、包装、贴签，通过“互联网+”快车
销往全国。“我们通过天猫、淘宝、拼多多、
京东等线上销售平台，日接单量达到3000
单，销货量达到10吨。”梁廷锐告诉记者。

收成镇作为民勤蜜瓜的主产区，立足
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优化种植结构和区
域布局，提品质、创品牌，推动蜜瓜产业向
绿色有机转型，向高层次高品质迈进，形成
了以露地栽培为主，温室栽培为辅，搭配小
拱棚栽培的种植格局。全镇蜜瓜种植面积
达5万亩，从事蜜瓜产业的经营主体达36
个，其中龙头企业2个，专业合作社64个。

一业起，百业兴，全局活。近年来，民
勤县立足“种出好产品、打出好品牌、卖出
好价钱”，将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优势产业
作为发展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实现产业兴旺的直接抓手，精准
确定蜜瓜、茴香、果蔬和苏武沙羊“3+1”
主导产业，宜果则果、宜农则农、宜牧则
牧，建基地、扶龙头、抓项目、创品牌、拓市
场，构建多元富民产业体系，形成了“一业
多品”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民勤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芳介绍
说，民勤立足自然资源禀赋，精准确定各
镇主导产业，民武路沿线、水质条件较好
的苏武等8个乡镇，重点发展果蔬产业；
沿边沿沙、养羊规模较大的红沙梁等5个
乡镇，重点发展苏武沙羊产业；“一镇一
业”产业较为突出的收成镇、东湖镇分别
发展蜜瓜产业、茴香产业。

8月24日，在民勤县纯种湖羊种羊
场，首批引进的1400只纯种湖羊已“添
丁”近100只羊羔，只只健壮。

作为与浙江长兴缔结友好县的首个
重大项目，民勤县纯种湖羊繁育场由民勤
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国家肉羊核心育
种场浙江长兴永盛牧业有限公司合作建
设，占地面积150亩，拟建高床式羊舍25
栋，面积3万平方米；研发中心试验楼一
栋，面积2000平方米，计划调引湖羊种羊
5000只。

“建设纯种湖羊繁育场的目的，在于
进一步放大湖羊原产地效应，借助民勤悠
久的养羊历史和广阔地域、丰富的饲草以
及广大农户养羊的传统，把湖羊耐粗饲、
产羔多、母性好、泌乳能力强的良好特性
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全面推动民勤苏武
沙羊‘五个一’工程落地，力争把民勤建成
西北最大的良种湖羊供种基地，全国最优
的肉羊食材供应基地。”民勤县畜禽良种
繁育研究中心魏华介绍说。

如今，随着“3+1”主导产业的加快发
展，民勤逐步实现传统农业向特色农业、
高效农业和生态农业的转变，大农业发展
新格局正逐步形成。据统计，2020年，民
勤县种植蜜瓜15万亩、茴香10万亩、果蔬
13万亩。全县改造提升种羊扩繁场7个，
培育养羊专业村29个、发展羔羊繁育户
2585户，培育万只育肥小区34个，预计年
底全县羊只饲养量将达到360万只以上。

甘肃民勤县东湖镇万亩茴香花开若澜。 马爱彬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