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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千年古县平定，坐落在太行山中段
西麓，雄关秀水相映，是中国刻花瓷、砂
器之乡，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
源。近年来，山西平定县大力发展文旅
产业，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加速景
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太行山脉塑造
了一张又一张亮丽名片。

从“黑饭碗”到“绿饭碗”

“好吃的压饼5元一袋喽……”11
月9日一早，48岁的王玉花就支起她的
摊位，开始一天的“生意”。压饼是平定
县传统吃食，面糊糊往铁铛里浇一勺，
压几秒翻个面，一张薄脆热乎的压饼就
成了，不论对游客还是本地村民来说，
这都是极美的吃食。

王玉花所在的娘子关村，就坐落在
娘子关关城脚下。据记载，唐太宗李世
民的妹妹平阳公主曾率娘子军在此设

防、驻守，故名娘子关。
乘着阳泉市发展全域旅游的东风，

平定县围绕娘子关景区大力开展招商
引资，修复平阳湖、启动水磨房院落修
复，还建成了玻璃栈道、环湖木栈道等
游玩设施，成为游客来平定打卡的网红
项目。科学合理的规划，独具特色的

“北域江南”风情，使游客接待量连年增
长，去年全村综合收入达到2000万元。

“别看压饼薄薄一片，最多的时候
我一天能卖400多袋，一年挣个四五万
元，养活一家人没问题。”随着游客数量
增多，王玉花的压饼生意越做越大。村
里像王玉花一样，借助旅游发展东风，
日子越过越红火的不在少数，帅忠成就
是其中之一。

2017年之前，帅忠成的主业是跑煤
炭运输。2017年，娘子关景区全方位发
展，客流量增多，住宿配套问题浮出水
面。“我看新闻了解到我们平定下一步一
定会大力发展旅游，就把跑车挣的80多
万元全都投到民宿改造里了。”帅忠成说。

发展民宿，娘子关村有先天优势。

整个村子依山而建，顺水而居，房舍多
为石头垒砌，拥有百年历史。水网似的
溪水沿着墙基穿房过户。随便走进一
户人家，满眼都是水。有的村民在自家
院中修建小桥，让溪水沿着院子转。头
顶上搭满葡萄架，桥边石桌石凳，夜晚
有流淌的水声相伴，赏花赏月，形成“人
在水上走，水在屋下流”的人间美景。
从“黑饭碗”变成“绿饭碗”，帅忠成特别
自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平
定人有深切体会！”

“旅游火了、游客多了，村里不缺好
营生，自然能留住年轻人，他们可是村子
的未来。”娘子关村党支部书记杨文宝说，
前些年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
工。近年来，村两委不断创新发展思路，
通过文旅产业融合，推出山水美景、产品
展销、非遗展演等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旅
游产品，提升了景区和村子的知名度，让
村民们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好营生，更在文
旅产业发展中得到了真实惠。

娘子关镇党委书记朱继明告诉记
者，2016年娘子关景区的旅游收入只有
200万元左右，游客约20万人次。到了
2018年，娘子关景区的门票收入达到
2700万元，旅游人次达到80万以上，综
合收入近2亿元。“娘子关村有2000多
人，从事旅游产业的就有1000人以上。”

在娘子关景区带动下，平定县各乡
各村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红岩岭开
发了玉皇洞景区，大前村建成了石头村
景点，宁艾村建设了莲花山景区……如
今的平定，形成了以娘子关景区为龙
头，以34个中国传统村落和53个中国
绿色村庄为依托，以砂器、刻花瓷、紫砂
等非遗为重点的文旅融合新方向。

是非遗更是文创

“平遥的牛肉太谷的饼，平定的砂
锅亮晶晶……”一曲《夸土产》道出了山

西的物产丰富，更说出了平定独具特色
的产业优势。

平定素称“砂器之乡”，现已探明的
紫砂储量以亿吨计。但手艺人的匮乏
让平定空有资源，却难以此致富。谋定
思变，平定县果断决定“牵手”宜兴——
自2017年起“南宜兴·北平定”紫砂产
业发展论坛连年举行，论坛不仅带来了
宜兴的大师工匠，更翻开了平定县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以平定砂器为代表的文化产品正在
走向市场。近年来，平定县以莹玉陶瓷
和亮晶晶砂锅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日益做
强，批量化生产的产品已经远销国外。
国家级非遗项目平定砂器代表性传承人
张宏亮说，他制作的砂器在传承基础上，
注重走挖掘、整理、恢复、收藏的创新之
路，目前年产值已经有1000多万元。截
至目前，全县共注册成立紫砂企业、工作
室70多个，累计培训紫砂工匠2200余
人，发展手工作坊和企业90家。

刻花瓷制作技艺是平定又一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刀代笔，纯
手工制作，在坯体未干之前刻花，一气
呵成，线条流畅，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
重要地位。但手艺若搭不上产业东风，
就会面临传承困难等问题。

为了拯救这些传统手艺，平定县牵
线搭桥，让传统手艺和当地旅游开花结
果。如今，平定的景区随处可见刻花瓷

“端庄”的身影。“平定刻花瓷迎来了新
发展机遇。”刻花瓷非遗传承人张文亮
对未来充满信心。

文旅融合还带动了平定现代物流、
电子商务、康养休闲等产业发展。2019
年，服务业产值占全县经济总产值的比
重达到43.8％，经济贡献率同比增长
27.1个百分点。“文旅产业是平定县经
济转型的新兴产业，也是富民强县的民
生产业，以后也会成为全县新的支柱产
业。”平定县文旅局局长赵英俊说。

山西平定县：

文旅深度融合富民强县
本报记者 梁 婧 刘存瑞

新疆柯坪县地处新疆天山南麓、阿
克苏地区最西端，这里自然条件恶劣、
贫困人口众多，曾被认定为国家级贫困
县。近年来，该县不断在

“特”字上做文章，让“特”
字牌产业茁壮成长，成为
带动当地农民脱贫增收的
法宝。

一大早，新疆柯坪县
盖孜力克镇色热克托格热
克村库西塔尔·亚森一家
就来到自家地里收胡萝
卜。“去年种了2亩胡萝卜
挣了6000元，今年种了5
亩，挣1.5万元没问题。”库
西塔尔·亚森说。

色热克托格热克村地
处山区，水土光热条件适合
胡萝卜种植。为了帮助村
民脱贫致富，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党委统战部驻柯坪县
盖孜力克镇色热克托格热
克村“访民情惠民生聚民
心”工作队结合当地“一村
一品”布局，指导村民利用
夏收后的麦田扩大胡萝卜
种植面积。今年，村里胡萝
卜种植面积扩大至150余
亩。工作队还聘请技术人
员，通过技术培训引导村民
科学种植，使胡萝卜亩产量
由过去的1.5吨增加到最高
约2.8吨。

新疆党委统战部驻该
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迪
力穆拉提·卡斯木介绍，目
前产出的胡萝卜品质好，营
养价值更高，获得了市场认可。“我们还
将引进下游产业，让农民不断增收。”

“去年我家的15亩恰玛古收入1.5
万元，今年也是个丰收年，估计能卖2.5
万元。”柯坪县阿恰勒镇吐拉村村民阿
里木·沙地尔告诉记者。

恰玛古是南疆常见的一种根茎类
作物，与羊肉、薄皮馕并称为“柯坪三
宝”。柯坪县光照充足，土壤呈碱性，适
合恰玛古生长。然而，过去粗放式的种
植模式加上局限于当地的销路，导致恰

玛古市场价格偏低。
近年来，柯坪县通过恰玛古提纯复

壮项目，培育出更优质、产量更高的恰
玛古品种，并探索出标准化
栽培技术，使恰玛古亩产可
达1.5吨至2吨，农户收入
稳步提高，恰玛古成了许多
村民脱贫致富的“特色果”。

为了进一步提升恰玛
古的经济价值，去年开始，
柯坪县推进精深加工产业
发展。同时，为了拓展销
路，当地还采用电商、直播
等销售方式。

柯坪县供销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伊兴兵介
绍，销售产品除了鲜果，
还包括恰玛古烘干片和恰
玛古粉等。“目前，产品已
经销往全国多地，我们将
继续通过研发新产品，延长
销售季，提高恰玛古市场影
响力。”

柯坪县羊肉以品质高
而闻名新疆，但效益一直偏
低，为改变这一局面，2014
年，浙江省湖州市援疆指挥
部建立了湖羊引进、繁育、
推广三级良繁体系。

“利用现代养殖技术，
目前产肉率和产羔率都大
大提高，存栏量超 4000
只。”新疆柯坪喜羊羊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养殖负责人
艾科热木·艾麦尔说，企业
还吸纳了附近村民以羊
入股。

为了进一步提高柯坪羊肉的品牌
优势，同时带动农户增收，喜羊羊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去年投资建立了羊肉
屠宰精深加工基地，不断延伸养殖产
业链。公司董事长贾镇介绍，从养殖
到屠宰、加工再到销售，公司已形成
了全产业链。屠宰场按照市场价格收
购农户养殖的羊，省去了中间收购商
的差价，最终农户也能受益。“未来我
们希望跟农民建立起长期合作的关
系，实现互利共赢。”贾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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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子关村村民王
玉花压的饼又薄又脆，
前来购买的游客络绎
不绝。

本报记者
梁 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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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南皮县寨子老陈醋
是纯手工酿造，味道醇厚，其
制造手法完全由匠人传承经
营，严格按照传统手工艺酿造
陈醋，选料考究，品质稳定，
年产各等级陈醋千余吨，畅销
不衰；广盛源寨子醋通过熏蒸
的工艺，纯手工酿造，酿造过
程天然，品质优渥。

中国残联：

脱贫攻坚 助残带货

2020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收官之年，也是实现残疾人共同奔小康目标的关键之年。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帮
扶扩大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销售渠道，近日，中国残联融媒体平台联合各省残联微信公众号推出“脱贫攻坚 助残带货”栏目，推
介各地扶贫特色产品。通过多渠道、多产品的融媒体传播，提升产品品牌，帮助贫困地区绿色优质农产品建立良好品牌形象、走
进千家万户，助力脱贫增收。

瑞金龙珠塔脐橙专业合作社的创始人邓
大庆，是赣州市瑞金市黄柏乡龙湖村人，肢残
四级，系瑞金黄柏乡坳背岗万亩无公害脐橙
基地的开创者，他自幼胸怀脱贫梦想，立志改
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始终坚守故土，专事脐
橙种植技术难关攻克、脐橙种植推广、脐橙营
销渠道创新，引领和帮扶乡亲大片种植脐橙
金果，快速脱贫致富。在他执着坚守和精心
引领下，龙湖村脐橙面积现已发展到3200多
亩，带动了600多人长期在果园就业，仅脐橙
种植收入人均达到2万多元，家家户户过上了
幸福的小康生活。

由河南省助残先进个
人杜海东倡导成立的公益
团体，八号公益团积极承担
脱贫攻坚任务，为残疾人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寻求工作
机会，并与20多名贫困残
疾人结成帮扶对子，定期上
门服务。目前，成员已达
2000多人，为残疾人量身
打造贴合自身特点的经营
项目，在全国开展脱贫攻坚
的大环境下，与浩宇农庄一
起，通过“公司+农户”的模
式，打造了天然全麦食品系
列。让他们在工作中找到
自信，在创造中感受乐趣，
在团队协作中找到温暖，在
经济效益中找到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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