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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走进河北衡水市武强县周窝村，人们
多会忽略这个乡土味浓厚的名字，因为眼
前满是“文艺范儿”：干净整洁的村道笔直
通畅，路旁树木宛如绿廊，树荫下点缀着吉
他、小提琴等乐器造型雕塑；街边的垃圾桶
上、花圃的围栏上描着琴键，农家小院外墙
上画着音符；街道转角还能看到音乐主题
鲜明的咖啡馆、文创小店。

这个冀中平原上人口不足千人的普通
小村，为啥拥有这样的文艺气质？60岁的
周窝村村民贾俊肖见证了小村的变化。

“1982年，我嫁到周窝村时，大部分人
都在种地。”看起来就是个普通农妇的贾俊
肖，近几年有个雅好——吹萨克斯，还跟着
村里的农民乐队一起演出。说起这事，她
腼腆地一笑：“做了一辈子乐器，到老了自
己也玩起来了。”

贾俊肖与音乐结缘，还得从1989年村
里办起乐器配件厂说起。那年，在天津管
乐厂制作零配件的武强人陈学孔回到家
乡，想自己开个乐器配件厂。也是那时，周
窝村水暖管配件厂负责人周国芳因市场竞
争激烈，正在谋划转型发展新项目。

一个有技术、有想法，一个有厂房、有设
备，陈学孔与周国芳谈到了一起。1989年
夏天，武强县通达乐器厂挂牌成立。短短两
三年时间，这个乡村小厂从做配件发展到生
产第一支单簧管，手握锄头的农民也能做出
西洋乐器，这成为当地一件新鲜事。

贾俊肖、范玉泉夫妇跟村里很多人一
样，成为乐器厂工人。“以前从没见过乐
器，第一次看到配件时，都不知道用在什
么地方。”在工厂技术师傅手把手传授下，
范玉泉逐渐成为乐器制作技术能手，退休
后还被返聘。现在，老两口每年的退休金
和工资加起来有八九万元，日子过得很
幸福。

经过几十年发展，从制作配件到生产
成品，从给大厂代工到自创品牌，当年的通
达乐器厂已更名为金音乐器集团，可以生
产木管、铜管、提琴、吉他等多系列100多
种规格的乐器产品，产能达到年产各类西
洋管乐器100多万支，其中85%以上的产
品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金音乐器集团带动下，武强县目前
有乐器生产及加工配套企业近百家，文化

创意小微企业百余家，从业人员达3000多
人，促进了当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
带动了周边贫困村贫困户脱贫。

面对这样的成绩，周窝人并没有止步，
开始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2012年，武强县依托乐器产业优势，
引进北京璐德文化公司，改造周窝村水、
电、路、暖等基础设施，并按照“一门一景、
一户一品、体现灵性、各具特色”原则，包装
改造具有创意特色的民宿、咖啡屋、乐器体
验馆等院落近百套，并新建了周窝音乐体
验中心、世界乐器博物馆等场馆及24套高
端民宿，将周窝村全力打造为集吃、住、行、
游、购、娱功能于一体的特色音乐小镇。

“一个普通小村庄里，坐落着全国最大
的西洋管乐器生产企业，如果能实现从乐
器制作到乐器产业的转型提升，这里将成
为全国独一无二的音乐小镇。”周窝音乐小
镇创始人董玉戈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根据
周窝的优势，她梳理出与乐器生产相关联
的产业发展链条，定位在3个关键词上：音
乐文化、教育产业、文旅文创。

为此，周窝村以乡村旅游为突破口，由

单一从事乐器生产，转向从事音乐教育培
训、音乐体验创作、音乐节目制作、音乐纪
念品开发、音乐演艺活动、音乐休闲养生等
多种业态。几年时间，周窝村吸引游客6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过亿元，昔日的乐器
工厂延展成为独特的音乐小镇。

2018年，周窝音乐小镇引进北大青鸟文
化产业集团，合力打造青鸟璐德国际音乐教
育产业园。小镇每年投资1000余万元，扶持
音乐人创作、大学生创业、演奏家研学交流，
打造了小提琴体验工坊、DIY吉他制作等多
个创客孵化器，吸引了国内外众多艺术家、青
年人低成本进入周窝音乐小镇创新创业。

“音乐不仅增加了大家的收入，还开拓
了村民的视野。旺季时，村里每天都有几
千名游客。”周窝村党支部书记周其海告诉
记者，如今的周窝村，村民年人均收入超过
2万元，人人参与音乐产业，人人爱好音乐
艺术，人人享受音乐红利。

在小镇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因为音乐，任何冷僻之地，都可以繁花似
锦。”周窝村，这个传统的小村庄，已然成为
音乐繁华之地。

河北衡水市武强县周窝村：

小村庄变身音乐小镇
本报记者 陈发明

“24公斤，下一只……”虽已是傍晚，珠
峰脚下的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尼辖乡宗措
村内，岗巴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几十位
社员仍在忙碌着，吆喝声不断。在村党支部
书记、合作社理事长索朗指挥下，大家有条
不紊地协作着，将羊卖给前来收购的百亚成
公司。

“合作社发展好、收入高，大家的日子才
更有奔头，累点苦点不算啥。”索朗说。目前
岗巴羊养殖规模达到3000余只，2019年每
户已经拿到劳务分红1000元。

宗措村平均海拔4380米，土地贫瘠，放
眼望去，大块大块的石头分布在田间地头，
几乎没有资源优势，村里很多人不得不外出
务工。全村56户就有19户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贫困程度深、贫困发生率高。

缺乏劳动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古如一
家在多项扶贫政策支持下，2018年家庭总
收入达到了1.24万元，勉强脱了贫。在宗
措村，这样的脱贫户还有不少，关键要过好
脱贫后的新生活。

反复调研、深思熟虑后，尼辖乡提出了

在宗措村因地制宜发展养殖合作社的思
路。“岗巴羊是这一带的特色畜产品，肉质
好，养羊比较靠谱。”尼辖乡乡长李庆华介
绍，由村民筹资加上产业资金和银行贷款，
从附近购羊扩大养殖，去年最多时达到
5000多只的规模。

古如将家里仅有的一头牛入了股，不仅
解放了劳动力，女儿那岗还在合作社打工，
每天有80元工资。2019年，家庭总收入增
加了近8000元。合作社越办越好是古如现
在最大的心愿。

合作社成立之初，为了调动大家入社积
极性，索朗做出了“保证不赔本”的承诺。顿
旦是村里最大的养殖户，入社前有80只羊，
怕赔本并不愿意入股。在索朗多次保证下，
顿旦尝试着把14只羊以每只500元的价格
折算入股。看着合作社越办越好，顿旦把80
只羊全部入了股，还追加了1万元现金入
股。如今顿旦是合作社最大的股东。

“国家政策好，给了合作社很多扶持政
策。有产业资金投入，还有驻村工作队帮助
联系解决饲草，党支部书记索朗承诺一定带

领大家把合作社发展壮大，他本人以前就是
致富带头人，打消了我的疑虑。”顿旦说。

从不愿入股到成为最大股东，顿旦尝到
了合作社的甜头。“现在家里不用放羊了，弟
弟边巴在合作社放羊，每年有2.8万元的工
资，相当于又给家里增加了40多只羊。再加
上每年的分红，还是入股合作社划算。”顿旦
乐呵呵地说，现在全村人都因为合作社过上
了喜气洋洋的新生活。

听到村里还将进一步壮大合作社规模，
不仅发展养殖，还要将全村土地集中开展规
模化种植。家里有6个劳动力的顿旦高兴
地说：“这样家里能有更多人从土地上解放
出来外出务工，增加收入。”

对于曾常年在拉萨打工、2017年返乡
的琼达来说，合作社的成立也让她过上了安
稳生活。38岁的琼达带着两个孩子刚返乡
时，没有草场、牲畜，只有1亩耕地，生活十
分困难。可现在翻开她家的建档立卡手册，
2016年家庭总收入9700元，2017年9522
元，2018年13668元，特别是2019年，收入
迅速增长到24719元。谈起收入增长“密

码”，琼达喜滋滋地说，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加
入了村里的合作社。2019 年，琼达以近
5000元现金在合作社入股。除了分红，她
还在合作社打工。现在她已经有1万多元
的积蓄了，孩子们好好读书，以后的生活会
越来越有盼头。

“在像宗措村这样缺少农牧业资源禀
赋，也没有办法发展旅游业的地方，改变‘单
打独斗’的经营模式，由合作社集中科学养
殖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劳动力，提高生产效
率，也有利于提高抗风险能力。”西藏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队长刘国亮介绍，有
了合作社这一抓手，他最担心返贫的贫困户
也有了保障。

去年，经核算合作社获利70余万元，还
在定日县专业合作社养殖类中被评为三等
奖获得45万元奖金。“看到合作社的效益
后，大家都愿意把70万元利润和45万奖金
作为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的发展基金，不着
急分红了。”索朗说，在党和国家政策扶持
下，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合作社正在越
做越大、越做越强。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尼辖乡宗措村：

养羊合作社让生活更有奔头
本报记者 代 玲

头顶的鸟儿飞来飞去，山间的大盈江奔流不息，屋
后的大山绵延无尽伸向远方……这样的风景，云南德
宏州盈江县太平镇石梯村村民蔡伍看了30年，并无特
别。直到2016年，一群扛着大大小小摄像机的外地人
从北京来到这个中缅边境小山村拍鸟，蔡伍才第一次
发现家乡的不一样。“他们到青山中看鸟，我们在家门
口挣钱，以前哪想过这样的事。”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鸟类资源，石梯村
近几年开始发展“观鸟”旅游经济，在绿水青山间走出
一条生态保护与脱贫致富“双赢”的路子，过去不敢想
的事情正变为现实。

由于地处西南边陲，紧邻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
护区，石梯村保留着完整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野生动
植物资源丰富。车行山间，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
盈对这片森林中的鸟如数家珍。“石梯是鸟类的天堂，
灰孔雀雉、黑颈长尾雉、红腿小隼、栗头蜂虎……这些
国家重点保护种类在盈江都能被观测到。”班鼎盈介
绍，根据观测记录，石梯村分布有多种珍稀濒危动植物
资源，其中已发现鸟类350余种，约占云南省已发现鸟
类的37%。在众多鸟类中，体型巨大而美丽的犀鸟是
盈江畔的明星鸟种。

但在2015年以前，主要靠种植香茅草等经济作物
为生的石梯村村民，不得不砍伐森林。像犀鸟这样的珍

稀物种很难有适宜的生
存环境，石梯村也

陷入了“贫穷落后—破坏生态—更加贫穷落后”的恶性
循环。2016年石梯村有建档立卡户43户150人，综合
贫困发生率高达50.5%，是盈江县平均水平的3.82倍。

变化出现在2015年底。盈江县决定在石梯村发
展观鸟旅游试点。万事开头难。靠鸟吃饭，不仅村民
觉得是“天方夜谭”，镇村干部也是半信半疑。那时，高
黎贡山脚下的云南保山市百花岭发展“观鸟经济”正如
火如荼。为了消除疑惑，盈江县组织石梯村14个村民
前去观摩。“亲眼所见才知道这样干真的行，百花岭有
的鸟，盈江都有，我们有的犀鸟百花岭却没有。”蔡
伍说。

说干就干。在盈江县观鸟协会指导下，蔡伍和两
位村民合伙，在密林中选好了一处观测点，利用政府免
费提供的建筑材料，搭建了一个隐蔽的观测棚。10多
米外，树几根木桩，引一处山泉水，日常投喂面包虫，一
个生态“鸟塘”成功建起来了。2016年初，蔡伍的“鸟
塘”接待了第一拨摄影爱好者。通过收取机位费每人
60元，提供用餐和背包等服务，蔡伍靠着鸟儿收获了

“第一桶金”。
这一消息在石梯村不胫而走，越来越多人开始转

变思路，变身“鸟导”。为了避免村民一拥而上，太平镇
政府和观鸟协会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严格控制鸟类监
测点建设密度。“我们引导村民开展差异化发展。因地
制宜建成双角犀鸟、红腿小隼、灰孔雀雉等各具特色的

‘观鸟点’33个。”太平镇党委副书记杨宏飞说。

石梯村“中国犀鸟谷”很快名声大噪，越来越多国
内外生态摄影爱好者慕名前来。2017年，蔡伍靠着服
务游客挣了6万多元。“鸟导”成为石梯村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的新兴职业，同时，不少村民又看到了新商机。

“游客越来越多，要吃饭要住宿，开客栈也能挣钱。”
2017年，村民徐小龙开起了农家乐，还建起4套民宿，
3年左右就挣了15万元。

发展观鸟经济正在给石梯村带来更深刻的变化。
石梯村在发展生态“观鸟”旅游基础上，近年来引导群
众逐步退出香茅草种植，转向发展“林木+林旅+林下”
绿色立体循环经济，全村共发展坚果、荔枝、咖啡等林
下经济2800余亩，年产值约30余万元。全村农民人
均纯收入从2014年不足 2000元增长到2019年的
10152元，成功摘掉了贫困帽子。2019年生态“观鸟”
旅游为石梯村带来直接收入达107.5万元。杨宏飞还
发现，靠着鸟儿脱贫致富的村民们生态保护观念也
在变。“捕鸟、砍树的几乎没有了，保护森林、禁止砍
伐内容被写进村规民约，村民发现破坏环境的行
为就会上报。”

山还是那片山，但石梯人已经不同往
日。曾经的“砍树人”变成“护林人”、“狩猎
人”变成“护鸟人”、“贫困户”变成“鸟导
游”……村民们深知，守护好祖祖辈辈生活
的这片绿水青山，生态致富的小康路就会越
走越宽。

云南德宏州盈江县石梯村：

贫困村做火特色旅游产业
本报记者 曹 松

在金音乐器集团
车间内，工人在检查
圆号产品质量。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云南盈江县境
内体型巨大而美丽
的犀鸟是观测爱好
者喜爱的明星鸟种。

（资料图片）

宗措村村民琼
达向记者展示合作
社入股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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