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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岭南的冬天温暖如春，走在广东省博罗
县麻陂镇洪湖村的柏油路上，微风轻拂，草
木摇曳，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缓缓展开。随
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工作的推进，这个省级贫困村变了模样。

今年67岁的黄海青是土生土长的洪湖
村人，他说，近几年来，村里增加了各种基础
设施，村容村貌越来越好，他也开始在家里
种些花草点缀院子。他还把自家闲置的土
地租给了村里的合作社，每年都有五六千元
的租金收入。

从去年开始，洪湖村每年都会在村内空
地、荒地广植各种花卉，前来观赏的游客络

绎不绝。广东惠州市审计局驻麻陂镇洪湖
村第一书记郑志能说，通过大面积种植花
卉，打造“花花世界”品牌，擦亮了全镇的旅
游品牌，不仅进一步优化了村里的人居环
境，还能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游玩。

洪湖村是博罗县山乡巨变的缩影。近
年来，博罗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美丽乡
村建设，打造了美丽田园风光，同时全力推
进“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建设，在美丽农村
基础上向富裕迈进。

2019年以来，博罗县通过前期的“一村
一品、一镇一业”建设，带动形成了一批有影
响力的全国、全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新增了

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促进了地方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打响了农业产品知名度。

博罗县杨村镇羊和村巨大的变化是“一
村一品”专业村建设成果的有力见证。得益
于扶贫资金的注入，羊和村引进花卉企业建
设了 2.5 万平方米的兰花培育与种植基
地。蓬勃发展的产业给羊和村注入了勃勃
生机。2019年，羊和村28户贫困户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1.7万余元，实现全部脱贫出
列。惠州洋和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
者，到明年，仅花卉种植基地就可以吸收不
少周边村民就业。

“贫困村之所以贫困，多源于产业没有

特色。”扶贫干部肖岳云说。借助精准扶贫，
羊和村在产业上积极“蹚路”，找准方向，终
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美丽乡村建设要有激励机制，才能调动
群众积极性。博罗县通过开展星级名村评
比，加快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每年安排
2000万元用于星级名村评选奖励，将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乡风
文明等纳入考评内容。把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作为星级名村评选的主要依据，对没有完
成“三清三拆三整治”的村不予晋级评星。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博罗县大力推动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初步建
立了完善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全县完
善保洁人员配备，农村保洁员达3195人，并
建立了农村生活垃圾协同处理机制，全县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同时，全县村
庄开展“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清理房前屋
后生产工具、乱堆乱放建筑材料、杂草杂物、
积存垃圾、卫生死角垃圾200万处，清理沟渠
池塘溪河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2.9万吨。

美丽乡村带动美丽经济，从洪湖村到羊
和村，博罗285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300多
个行政村都在发生着历史性变化。

广东博罗县：

花卉种植让贫困村变了模样
本报记者 张建军

“洮儿河呦，弯又弯，嫩江水呦，长又长；水长
长，河弯弯，环绕着美丽的苇海鹤乡……”吉林白城市
镇赉县南湖边上，飘荡着美妙的歌声。这首歌是79岁
的镇赉县居民朱家让与朋友共同创作的，他们的“乐
队”每天都会在公园里唱歌。“镇赉南湖原是个又脏又
臭的泄水池，近几年随着嫩江水被引入镇赉，现在这里
的湖水清澈，处处充满生机。我们在这里写家乡、唱家
乡，越唱越高兴。”朱家让自豪地讲述着家乡的巨大
变化。

曾经为水而困，如今因水而兴，这是镇赉县的真实
写照，而镇赉县只是白城“河湖连通”工程众多受益地
区之一。

历史上白城地区水资源丰富，8条河流贯穿全境，
拥有700多个自然泡塘。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气候
变化及不科学开垦导致草原沙化，湿地萎缩，部分泡塘
变成了碱斑地，生态环境恶化。

为了改善当地生态，自2013年起，吉林西部启动
“河湖连通”工程，白城率先动工。凭借自然河湖水系和
兴修水利工程，以提水、引水、分水方式，将嫩江、洮
儿河、霍林河等水资源引到湖泡中存蓄，形成了莫莫
格、向海、查干湖、波罗湖四大生态板块。“河湖连通”
让纵横交错的泡塘形成水系网络，生态环境逐渐改善。

走进大安市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成片的碱斑地
和飞扬的黄沙已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碧水蓝天青草
地。在莫莫格保护区，过去干涸的芦苇荡已恢复生机，
片片芦苇随风摇曳，不远处的白鹤闲庭信步，共谱和谐
生态乐章。

“湿地好不好，关键看水鸟。”目前，莫莫格湿地鸟
类种类增长近50%，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白鹤迁徙停歇
地。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十种国家一二级保护
鸟类来此停歇、安家，包括白鹤、白枕鹤等珍稀鸟类。

据了解，“河湖连通”效益显著，白城市共增加可
蓄水能力3亿立方米，改善和恢复湿地面积640平方公
里，恢复草原、芦苇面积105万亩。“河湖连通”功能
覆盖了农业生产用水、城市发展供水、生态涵养蓄水、
湿地修复补水、防洪安全泄水等各个方面。

自工程实施以来，这些城市水系景点已成为当地群
众休闲娱乐的重要选择。向海、莫莫格两大湿地生态环
境改善更加明显，近两年旅游人数每年增幅都在30%
左右。

近年来，镇赉县还依托“河湖连通”“引嫩入白”
等水源工程，使水稻种植面积始终保持在145万亩。

昔日盐碱地，如今稻花香。吉林西部耕地面积占吉林省耕地面积30%以上，是支
撑吉林乃至全国粮食持续增产的重要区域。但这里也是全省中低产田集中和风沙盐碱干
旱频发地。“河湖连通”、土地整理等重点工程相继开展，不仅新增了白城的耕地面积，
也增加了农田灌溉面积，通过“以稻治碱”等方式开发了大量水田。

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粮食增产增收，促进旅游业发展，改善局部小气候，持续为缺
水处补水……河湖连通，不仅连通了水系，更连通了白城人民的小康路。

一条欧美老街上，20多位东方长
相的中青年男女，正在摄像机前听一
位手拿话筒的人讲解着什么，讲解者
一边讲一边做着各种动作，有时还让
听众出来“走两步”……这是山东青岛
西海岸新区藏马镇影视基地的一次群
众演员培训活动，这些群众演员过去
都是当地的农民。

从农民转型群众演员，这种转变
给当地群众的工作生活带来了怎样的
变化？日前，经济日报记者走进藏马
镇深入探究。

最穷区域多业态兴起

藏马镇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西
部，有一座绵延300平方公里的藏马
山，还有一片方圆25公里的藏马湖，
溪流泉涌、林木葱郁，风景美不胜收。
但因为大山阻隔，交通不便，藏马镇山
区内的15个村庄曾是青岛西海岸新
区最贫穷的区域之一。

2018年，青岛基于打造“东方影
都”战略需要，依托灵山湾40个全球
领先的工业电影摄影棚，在风景秀丽
的藏马山建设外景基地，布局“东有灵
山湾、西有藏马山”大影视、大文旅
产业。

“现在青岛西海岸发展集团每年
投入50亿元以上建设藏马山影视基
地。”藏马镇镇长周瑞彬告诉记者。以
此为契机，藏马镇全面发起“双招双
引”攻势，陆续引进了融创、佳诺华、双
星国际等一批实力强、知名度高的市
场主体，总投资200亿元的12个龙头
项目陆续开工建设。“藏马山区域已经
形成了影视、旅游、医养健康、农业综
合体等多个产业集聚的格局。”

走进藏马山，能真切感受到建设的
热度和山区巨变。在影视外景基地，1∶1
仿造的美国底特律街区，让人仿佛置身
于大洋彼岸；另一侧，秦汉风格的建筑
街区，让人恍惚是穿越了时空。“影视外
景地总投资约18亿元，规划建设古装
拍摄区、民国老上海（老青岛）街区、欧
美街区、民国老北平街区和石库门建筑
区五大功能板块。”周瑞彬介绍说，“欧
美板块和秦汉板块外景地已建成多条
街区，已经有影视剧在此拍摄。”

启动较早的旅游板块，更是有多
个项目在运营。走进藏马山中部山麓
的“旅游度假核心带”，会看到已经投
入营业的众多旅游项目：森林公园、千
禧谷、丹溪温泉、萌宠乐园等。周瑞彬
告诉记者，32万平方米的阿朵小小
镇，将成为集众多业态于一体的综合
旅游小镇，还有4.5万平方米的配套
商街，以及壹号酒店、运动中心等项
目，都将于近两年陆续投入运营。

“随着多个产业崛起，我们将把
‘园区、景区、社区’统筹规划、融合发
展。”藏马镇党委书记于洋告诉记者：

“藏马山将基本形成传统农业区转变
成影视文旅综合产业区、传统村庄转
变成集聚型农村社区，进而实现产业
兴、生态美、农民富的发展格局。”

传统农民身份嬗变

在藏马山下平缓地带，几十座高质
量大棚整齐排列，这是青岛西海岸发展
集团投资建设的青岛藏马智慧农业产
业园。69岁的河西屯村民冯胜堂在这
里上班，虽然仍是干农活，但他不再是
传统农民，而成了拿工资的企业员工。

“我家过去共有4.5亩地，作为建设
用地被征用后，除了得到30多万元的补
偿外，每月在农业产业园打工还能收入
3000元左右。”冯胜堂对记者说。“此外
还有流转的11亩地租金收入，每亩每年
1400元，每年也有1.5万余元收入。”同
在农业产业园工作的长阡沟村村民张运
德告诉记者：“过去自己种些小麦、玉米、
花生等作物，能吃饱但手里没钱。现在
手里有钱了，幸福感满满。”

随着藏马山各类产业兴起，农民
的身份发生了变化，除了农业企业员

工，还有
群 众 演
员、经营
业主、厨
师、景区
工 作 人
员、餐厅
服务员等
过去从未
有过的职
业身份。

建设规模1万多平方米的藏马老
街是一条鲁东古民居建筑风格的特色
文化街。2017年建成招商时，河西屯
村民黄进淑就联合几个人租了3间房
子，开办了蔡氏手擀面店铺，从农民变
身为老街经营业主。“今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生意不太好，去年收入还不
错，算下来一年净收入有3万多元。”
黄进淑说。

融创商管公司招商负责人王子奇
告诉记者，藏马老街有104个店铺，共
有70多家商户，经营者多数是当地农
民。去年客流量约30万人次，今年受
疫情影响人流较少，但老街借此机会
进行招商提升，引入了文化非遗研学、
休闲娱乐、生活配套等业态，既带动商
街人流聚集，又丰富商街业态。“国庆
长假期间，老街再度出现了人流如织
的繁荣景象。”

群众演员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新
鲜职业。55岁的西南地村村民张兰花
过去就是下地干活、回家做饭，土地流
转后她喜欢上了群众演员这个职业，
每次培训都不缺席。张兰花兴奋地告
诉记者，她在《封神》中演一位带着女
儿逃难的母亲，“每天虽然只有100元
左右的收入，但当群演很有趣”。

“藏马镇已形成了500多人的群
演队伍，建立了个人信息一应俱全的
群演档案，并创建了智能检索系统，实
现了精细化、动态化管理，剧组需要什
么类型的群演，一搜即能精准匹配。”
藏马镇党委宣统委员崔桂菊告诉记
者：“我们还要继续开展群演培训，争
取年内建成一支千人的群演队伍。”

生活方式悄然转变

走近藏马山麓，一大片设计新颖
的小高层和多层楼房格外引人注目。
这个被称作“藏马山居”的
新小区，是胡家庄、臧家村、
丁家松园、河西屯4个村搬
迁农民集中居住的新社区。

“再有10天我就搬进
新居了。”冯胜堂兴奋地告
诉记者：“我在‘藏马山居’
分了两套房，双气入户，高
层楼房有电梯，环境优美，
还配套建了幼儿园。”“住上
好房子还只是第一步，更重
要的是生活习惯不同了。
住楼房家里干净，进屋先得
换鞋和衣服。”已经搬来4年
的张运德坦言，开始觉得麻
烦，但慢慢就养成了习惯。

村民的投资意识也越
来越强。冯胜堂从土地补
偿款中拿出18万元在城区
边缘买下半亩地，办起“溜
达鸡”养殖场。“很多市民会
来光顾，去年就收入了3万
多元，今后还要继续增加养
鸡量。”冯胜堂说。

“这些新变化是我们努
力的方向。”于洋告诉记者，未来每个新
社区将统一建设产业孵化器、文化风情
街、文创工作室，并积极组织实用技能
培训，深入挖掘提炼藏马文化，建设藏
马大讲堂、乡村梦想剧场等文化设施。

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藏马镇：

新产业给农民带来新生活
本报记者 刘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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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罗县龙溪街道实践所举办“留守流
动本地娃，手牵手齐哈哈”暑期陶艺班。

（资料图片）

“藏马山居”新小区万事俱备，静待村民搬入新家。
刘 伟摄（中经视觉）

在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苇塘边，白鹤时而闲庭信步，时而翩翩
起舞，展翅嬉戏。 李新艳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