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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福建罗源县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与发展特色产业有机结合——

建设富美新畲乡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志伟

今年以来，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松山
镇八井村迎来一批又一批游客，年初刚建
成的畲族文化民俗小镇成了新晋“网红”
打卡点。八井村党支部书记雷可寿告诉
记者：“畲族红色文化、畲族医药、八井畲
家拳等非遗项目最受游客欢迎。”

从默默无闻的小村到乡村旅游特色
村，八井村的变化是罗源县将推进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区创建与发展特色产业有机融
合，助推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的生动例证。

突破传统发展思路

八井村是一个传统的畲族村落，拥有
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浓郁的民俗风情。走
进村庄，一眼望到的便是穿着畲族传统服
装的村民，充满畲族元素的文化宣传墙
绘、雕塑、路标，以及一座座错落有致的畲
风小楼。红色文化、畲族风情、非遗传承，
这3张独特的名片，让八井村的产业发展
生机勃勃。

为了让畲族文化更好地传承发展，进
一步提高畲族群众的文化自信，近年来，罗
源县创新“民族+”工作理念，结合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创建工作，推进“民族+文化传
承保护”和“民族+文旅融合”，建成畲族文
化民俗展示馆，并建设“线上VR展厅+线
下实景+电商带货”模式的民族文化云展
厅；编辑出版《畲山歌谣》《罗源县畲族志》
等书籍；编排全省首部畲族题材原创闽剧
《畲山蝴蝶飞》；实施“畲族文化进校园”工
程；扶持畲歌传承人开设畲歌传习所；打造

“畲风海韵、大美罗川”文化旅游品牌等。
2019年，罗源县共接待游客260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26亿元。

“我们坚持把畲族文化打造成文旅产
业的核心IP，陆续建成了一批各具特色
的项目和景观。这些项目不仅保护传承
了畲族文化，而且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
手。”罗源县委书记刘晓强说。

例如，罗源县以“民族+5G互联网”
思维，利用大数据、云计算、虚拟实景和移
动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整合罗源极具特色
的民族文化、文旅景点、农特产品等资源，
打造数字文化平台、经济平台，实现民族
文化助推商务、文创品牌、产业经济、金融
等各领域发展，推动优秀少数民族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了乡村振兴
新动能。

“罗源民族文化数字云平台依托5G
技术，突破传统民族工作思路，打通了从
文化展示到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畲e贷
金融支持等各环节，解决了少数民族乡村
发展最后一公里问题。”罗源县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谢婧说。

乡村有“颜”又有“值”

走进白塔乡南洋村，平坦宽阔的村
道、充满畲族风韵的小楼、干净宽敞的小
广场，无不让人感受到新农村建设的新气
象。“2015年6月，我刚来驻村时，这里的
道路崎岖狭窄，基础设施薄弱，环境脏乱

差。虽然自然风光优美，传统古民居较
多，但是来旅游的人并不多。”福州市广播
电视台派驻到南洋村担任第一书记的陈
俊峰告诉记者。

“我们围绕绿水青山做文章，规划将
南洋村建成美丽乡村，发展乡村生态旅
游。”陈俊峰介绍，近年来，南洋村新修了
道路、新建了公园，在主街和休闲道两侧
种上了花卉苗木，还增添了休闲座椅和健
身器材。同时，村里还进行环境整治，培
养村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短短几年，南洋村从一个落后村变成
了精品村，获得了“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国家级森林村庄”“省级乡村振兴
示范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在罗源，像南洋村这样保留着浓厚畲
家风情和优质特色农产品的畲家村寨还
有塔里村、庭洋坂村等。近年来，罗源县
实施“民族+社会治理”，全面提高公共服
务水平，创建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
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县财政每年安排
240万元专项资金，重点提升乡村民生公

共服务水平；投入600万元打造精品畲族
村寨，建设了6个多彩畲村，34个民族村
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全覆盖，4个民族村获
评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特色产业多点开花

八井村村民雷炳金告诉记者，这几
年，他开办农家乐，年收入近20万元，生
意很红火。

近年来，罗源坚持把畲族群众增收致
富作为做好民族工作的重心。2017年底
实现 6个建档立卡民族村全部脱贫摘
帽。2019年，全县少数民族家庭户均纯
收入6.05万元，同比增长13.1%；人均纯
收入1.45万元，增长13.5%，增幅高于全
县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水平。

为了巩固脱贫成果，罗源加快推进
“民族+产业多点开花”，大力实施“1+3+
N”工程，打造霍口畲族乡福湖村民族融
合示范点和八井—竹里—小获、南洋—塔
里、水口洋—潮格3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带，带动少数民族乡（村）立足自身资源，
发展特色产业。例如，霍口畲族乡立足二
水源保护区及生态资源优势，重点发展食
用菌、油茶等产业，联合县农信社推出“畲
情贷”助力食用菌产业发展，并计划成立
民族产业园，吸纳全乡约1600户群众就
业；起步镇水口洋村成立畲族文化创意产
业园基地；白塔乡南洋村引进房车营地项
目等，呈现出点线连片、多点开花、融合发
展的良好态势。

其中，坐落在松山镇竹里村的谷仓画
院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更多的文艺气息。
这座由百年老宅改造而成的画院以乡村
旅游为基础，通过充分挖掘传统畲族文
化，将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融合，让
文化在旅游产业中催生新活力。谷仓画
院院长郑世衔介绍：“画院主要致力于软
装空间设计、雕塑、美术及绘画等文化创
意方面的工作，以畲韵为重点进行文化创
作，形成产业链，带动村民就业。目前共
吸纳 5 名村民长期就业，平均月收入
3000多元。”

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松山镇竹里村的“谷仓画院”内，村民们在制作剪纸作品。 薛志伟摄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

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

本途径，创新“民族+”工作理念，通

过打造畲族文化民俗小镇等一批

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

程，继承和发扬畲族文化，将推进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与发展

特色产业有机融合，探索出一条富

有民族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打响罗源畲族品牌
中共罗源县委书记、福州台商投资区党工委书记 刘晓强

福建省罗源县是全国畲族主要聚居
县份之一，有畲族人口 2.2 万人，占全县
总人口的 8.2%。近年来，罗源县各族群
众艰苦创业、奋力拼搏，共同推动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必须坚持党委
领导，凝聚发展合力。罗源县委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把做好民族
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融入到党委中
心工作。去年以来，县委先后召开2次现
场工作会议、13次常委会会议，研究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畲族民俗文化小镇
建设等有关事宜。县委成立罗源县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常态化开
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创新“民族+”
工作模式，推出“六大工程”“四大基地”
项目计划，实现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与各
项中心工作共建共创、齐头并进。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必须和加快乡村
振兴结合起来，夯实同步小康基础。罗源
县始终把民族乡村振兴发展作为民族工作
的重中之重，突出产业支撑，带动畲族群
众增收致富，确保“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县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3000万元的
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扶持壮大食用菌、花
卉苗木、茶叶等特色农业产业；重点培育
1个民族乡村振兴示范点、3个民族乡村
振兴示范带，以点带面、点线连片，带动
民族乡村全面发展。在全国率先打造民族
文化数字化展示平台，通过“线下VR展
厅+线下实景+电商带货”模式，线上推
广销售畲家特色农产品，线下刺激旅游消
费，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大力打造精品畲
族村寨，34个民族村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全
覆盖。同时深入推进“厕所革命”、污水
处理、垃圾分类等工作，庭洋坂村、福湖

村、许洋村、八井村4个民族村获评国家
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必须提升文化自
信，打响罗源畲族品牌。县里全力做好畲
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工作，通过
打造特色文化品牌，不断增强畲族群众的
文化自信。每年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
支持发展畲服、畲医药等国家级“非遗”项
目。实施“畲族文化进校园”工程，提升学
生对畲族文化的认知与兴趣，发现和培养
后备力量。在全省率先成立县级非遗文化
传承人协会，持续壮大非遗传承人队伍，让
畲族文化代代相传、源远流长。

下一步，罗源县将以创建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区为契机，统筹推进当地
各民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强畲
族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促进民族乡村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西藏札达：

高原风景变“钱”景
本报记者 贺建明

更换床单被罩，扫地擦桌子，给花浇水……一大早，金珠德吉便在自
己的家庭旅馆里忙个不停。“这些天轻松一点，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客人天
天爆满。”金珠德吉说，她的家庭旅馆现有7个房间36个床位。

金珠德吉所在的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居委会扎布让组，位于古
格王朝遗址脚下，被壮美的自然景观札达土林所环抱。依托丰富的旅游
资源，扎布让组36户村民中有32户吃上了“旅游饭”。

2006年，3名骑行的游客来到金珠德吉家借宿，临走时留下了房
费。金珠德吉由此看到了商机，她添置了4张木板床，经营起了扎布让最
早的家庭旅馆，当年便实现收入3000多元。

10多年间，这个家庭旅馆有了很多变化：透风漏雨的土坯房变成了
水、电、网和独立卫生间齐全的二层小楼，收入从3000多元到如今年均
10多万元。金珠德吉看着自家漂亮的小楼，喜滋滋地说：“这是2018年
河北省帮扶建设的，造价80万元，我自己只出了9万元。2019年装修好
后，营业半年就收入了7万多元。”

这幢藏式小楼被金珠德吉布置得十分温馨：房前屋后栽种了白杨树，
院子空地上撒了花种、种了时令果蔬，每个房间都摆上了鲜花……

在院子一角，摆放着几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金珠德吉告诉记者，村
里正在推行垃圾分类，“这样对环境好，只有环境好了，才能更好地发展旅
游，我们的收入才能更高。”金珠德吉说。

为了做好家庭旅馆，金珠德吉一直在努力学习，她先后去过河北邯
郸市、西藏林芝市学习家庭旅馆经营服务，还参加了2017年全国妇联
新型职业女农牧民培训班。最近，金珠德吉又有了新的想法：“游客到
这里来看到了美丽的风光，走时会带点土特产。现在县里开发生产了沙
棘汁、苹果干、杏子酒等特色产品，我考虑布置个展柜来展示销售这些
产品。”

金珠德吉的想法得到了托林居委会主任次仁多吉的支持，他说，如今
扎布让的民居变成了民宿，周边的风景变成了“钱”景，“我们配套建设的
游客服务中心、文化体验中心已建成使用，扎布让旅游小镇的其他项目也
在积极建设中”。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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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是著名的“中国石榴
之乡”，种植石榴的历史源远流长。而今，这座
小城已成为国内集中连片种植面积最大、产业
链条最完整的石榴产地之一，是国内最大的石
榴鲜果、石榴苗木、盆景盆栽集散地。

“2018年，区里制定了《峄城区石榴产业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枣庄市也把石榴产业定
为重点发展产业。”石榴盆景产业从业者张忠
涛说，2013年，峄城“石榴盆景栽制技艺”
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今
已成为石榴产业中的重要一环。目前，峄城在
园盆景、盆栽总量超过30万盆，从事石榴盆
景产业人员达3000余人，在园盆景、盆栽总
产值预计达5亿元。

“我种了30多年石榴，生意一年比一年红
火，今年的‘秋艳’石榴还没等上市就已经被订
购一空，还售出苗木5000多棵。”谈起今年的销
售情况，峄城区果农李志保告诉记者，政府大力
发展石榴产业，每年都有很多游客来园子里采
摘、观光，多余的果子就卖给周围的石榴加工
厂，相当于上了“双保险”。

李志保的“保险”其实是峄城区的产业发展
战略——向前端延伸带动农户建设原料基地，
向后端延伸建设物流营销和服务网络，鼓励研
发生产高端石榴饮品、药品、化妆品、养生保健
品等新产品。

近年来，峄城区围绕石榴产业做文章，形成
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做优一产，新栽“秋艳”等优质石榴3000余
亩；改良老化、低劣石榴园6500亩；新增富硒石
榴1200余亩；高标准建设石榴盆景园、石榴文创园等产业项目；建设石榴
良种苗圃园4个、石榴设施栽培园3个；实施荒山绿化500余亩。

做强二产，“王老吉多籽多福石榴汁”在全国布点上市；“美果来”品牌
石榴汁成为江苏金陵集团和北欧航空公司定制产品；峄州石榴茶、亚太石
榴红酒等技改项目加速推进。

做亮三产，着力打造卡尔斯国家旅游度假区、淮海农产品储藏加工运
输研发基地、枣庄市全域旅游数字集散中心三大业态；有序推进石榴休闲
庄园项目、石榴文化科技研学馆等项目。

目前，峄城区已培育石榴专业种植合作社12个、石榴销售公司5个、
石榴深加工企业5个，石榴种苗、深加工、销售相关企业发展到77家，有3
万余人从事石榴种植、销售、运输、贮藏、加工和石榴生态旅游等产业，带
动1000多户贫困户脱贫。

作为峄城的名片，石榴是吸引游客的最主要特色之一。峄城区文化
和旅游局副局长崔蒙表示，该区的目标是把驿城区冠世榴园生态文化旅
游区打造成“外地人心中的诗意，本地人家门口的远方”。“我们以石榴特
色旅游为带动，依据各镇街资源禀赋特点，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精品工程。”峄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张熙滨介绍，目前，冠世榴园景区内美
丽乡村建设已实现全覆盖，底阁镇石膏塌陷区休闲体验、国家核桃园乡村
旅游、万亩枣园生态观光、古运荷乡旅游度假等特色精品景点已初具规
模，全域旅游格局初步形成。

安徽怀宁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条——

小 蓝 莓 收 益 大
本报记者 白海星

早些年，安徽省怀宁县黄墩镇遍野黄
土、满山杂树，地里没啥收成，乡亲们的日
子过得紧紧巴巴。直到本世纪初，当地

“对症下药”，大力发展并推广蓝莓种植，
并携手全县其他乡镇，共同踏上了乡村振
兴的康庄大道。

“在利益联结机制下，无论是村集体
还是村民，都能从基地受益。”在位于黄墩
镇、三桥镇的蓝莓产业扶贫基地，怀宁县
扶贫办主任吴良标介绍，一方面，每个贫
困村村集体年度保底收益2.4万元；另一
方面，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就业务工、户贷

企用、发展三产等多渠道实现增收。
起带动作用的不只是扶贫基地，还有

全县177家蓝莓种植及深加工企业。以
务工为例，吴良标说，截至目前，蓝莓产业
已帮助全县富余劳动力7000多人就业，
每人日均收入不低于60元。

黄墩镇良加村村民程金来便是其中
之一。据了解，他的老伴身有残疾，干不
了重活。早些年，两人靠务农勉强维生，
是村里的困难户。现在，他俩在蓝莓公司
就业，干些除草、修枝、施肥、采摘等轻
活。“每年我俩的收入加在一起，超过2万

元，比种地可强多了。”程金来说。
怀宁县扶贫办提供的数据显示：在蓝

莓产业带动下，该县19个贫困村分别于
2016年、2017年脱贫出列。截至目前，
全县贫困发生率降至0.12%。“我们有信
心按时按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吴良
标说。

“推进乡村振兴，蓝莓将发挥更大作
用。”怀宁县蓝莓办副主任朱能益告诉记
者，在种植方面，全县蓝莓种植面积5.5
万亩，居长三角各县区首位；深加工方
面，产品涵盖蓝莓汁、蓝莓干、蓝莓果醋、

蓝莓酒等细分领域，还计划研制附加值
更高的花青素；文旅方面，依托蓝莓而生
的采摘园、农家乐、民宿等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

“眼下，怀宁已形成较为完善的蓝莓
产业链条，三产融合也已初见成效，这些
都为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打下坚实基
础。”朱能益说。

而在黄墩镇党委书记郝春林看来，除
了产业兴旺，蓝莓给农民带来的好处还有
很多。“大户流转土地种植蓝莓，政府会把
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乡风乡
貌提升了，生态宜居不就实现了吗？”他
说，农民们有了事情干，乡风文明和治理
有效就有了保障。“此后，村民生活富裕就
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记者了解到，按照怀宁县的规划，到
2025年，将在全县适合蓝莓生长的10万
亩土地上全部种上蓝莓，预计年产值将达
到100亿元。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石榴种植户在分拣石榴。
赵 峰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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