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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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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高质量振兴

甘肃陇西桦林村——

青山不老焕新颜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党国飞

董艳芳

大雪时节，
一场大雪不期而遇，将桦林山
装扮得银装素裹。坐落在桦林山角的桦林村
显得安详静逸，村庄、山峰交相辉映，恰似一
幅美丽水墨画。
在村委会隔壁的农特产品购销店，1995
年出生的残疾小伙颜兵兵正忙得不亦乐乎。
他一边娴熟地包装着刚屠宰好的土鸡，一边
得意地对记者说，
“ 这些鸡都是老百姓放养
的，进入冬三月，
我们这里的土鸡就成了紧俏
货，如果没提前预订，根本买不到。
”
供不应求，是现在桦林村土特产销售的
真实写照，这一切归功近年来村里乡村旅游
产业的蓬勃发展。
桦林村位于甘肃陇西县南部二阴山区，
森林覆盖率高达 85%，花木繁盛，天然水资
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条件优越。然而多年
来，村民们却只是守着坡耕地维持生计。
“最近几年，每到周末，都会有不少城里
人来村里游玩，游客们在山上摘蕨菜、饮山
泉，向村民购买土鸡蛋……看到越来越多的
游客来，我们便动了发展乡村旅游的心思。”
驻村帮扶工作组组长年明明告诉记者。
2017 年，桦林村结合农村“三变”改革试
点工作，动员 9 户村民将 13 亩土地量化入
股，投资 130 万元建成了 300 平方米的 8 座
生态休闲木屋、两座垂钓池和人行栈道、啤酒
长廊、停车场、广场等配套设施，
并通过
“村集
体+公司+农户”的模式，开始发展农家乐和
休闲旅游。
有了休闲的地方，来村里的游客更多了，
老百姓的土特产也更值钱了。同年，在村里
帮助下，颜兵兵的农特产品购销店开张了，
专
门向游客出售当地土特产，昔日藏在深山无
人问津的土山货，现如今成了城里人抢购的
“香饽饽”。
“村民们将采摘来的蕨菜、苜蓿、倒钩刺，
以及家里的土鸡、土鸡蛋交到购销店，
我再把
它们卖给游客和城里的饭馆。前年，我开通
了淘宝店，将我们桦林村的土特产卖到了全
国各地。”说起乡村旅游带来的好处，颜兵兵
笑得合不拢嘴。

图为甘肃陇西县桦林村的古月山庄农家乐。
2019 年，颜兵兵的事业再向前迈了一大
步，他家搬进了政府修建的易地搬迁新房，
村
里借助东西扶贫协作资金，为搬迁户美化庭
院，并配齐了桌椅板凳、燃气灶和太阳伞，鼓
励他们发展农家乐。由于行动不便，颜兵兵
将自家庭院出租给游客自主烧烤。
“我因出车祸造成腿部残疾，那段时间，
我成了家里人的
‘负担’
。现在我想都不敢想
一年能有 3 万多元的收入，多亏了咱桦林村
的山和水，更要感谢党的好政策。”颜兵兵眼
里噙着泪花说。
颜兵兵生活的改变仅是桦林村发展乡村
旅游产业的一个缩影。

河北滦南县李营村：

党国飞摄（中经视觉）
这 几 年，桦 林 村 借助各 类 项目 资金近
1000 万元，完成了小流域沟道治理工程，建
成了民俗文化广场和青少年户外素质拓展训
练营；
引进社会资本建成了山泉水厂和酒庄，
为当地近百人提供就业岗位。如今，全村
229 户人全部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今年乡
村旅游景区共计接待游客 6 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 60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15 万元，农
户出售土特产收入共 35 万元以上，户均增收
超过 3500 元。2020 年 1 月桦林村被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评为“国家森林乡村”，2020 年 5
月桦林村被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评为“全省
优秀乡村旅游示范村”
。

自 2014 年来到桦林村驻村担任帮扶工
作组组长的年明明，既是村里发展乡村旅游
的见证者，
也是参与者，
说起这些年桦林村的
变化，他感慨颇多，
“2014 年村里人均收入只
有 4000 多元，全村几乎没有一辆小轿车，可
如今，村民人均收入将近 1 万元，三分之一的
农户都开上了小轿车”
。
这几天，
年明明和同事们踏着冬雪，
进东
家走西家，为了土地流转的事奔波忙碌。因
为一家浙江生态农业企业打算从明年开始，
在桦林村投资 1.04 亿元建设占地 800 亩的
立体式种养休闲观光科创园，乡村振兴的美
好愿景就在眼前。

务。硬化路面进地头，
基础设施进大棚，
村民
开着汽车种菜，
拧开龙头浇水，
既解放了劳动
力又释放了活力，在李营村“快乐农业”成为
一道亮丽风景。
创新路径。传统种植方法、家庭经营模
式造成土地升值潜力越来越小，而棚菜种植
区土地流转困难，难以实现规模经营。李营
村在家庭经营基础上，
对全村土地统一规划、
个，节省资金五六百万元。2018 年村里建农
统一标准、统一施工、统一管理，在不改变承
村党员培训基地，党员干部连续 70 多天出工
包经营关系前提下，绕过土地流转实现了规
出劳，
提前了工期并节省了开支，
被群众称为
模经营，
提升了农业效益。
“老虎队”
。
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李营人发现观
产业升级，调整结构拔穷根。村里接连
赏林替代经济林、栽小树卖大树滚动发展的
完成拱棚蔬菜、冷棚蔬菜、中棚蔬菜、温室棚
商机，便整合村内零散边角地建成高档绿化
菜、猪沼菜一体化生态棚菜和现代农业示范
苗木基地，流转邻村闲散土地栽植高档绿化
园跨越升级。如今村里已启动第八次结构调
苗木，
村中废弃的育苗室转为经营鲜花绿植，
整，
现代农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村民人
让闲散土地升值，给集体经济“造血”。把简
均年收入增长到 6 万多元。
单的栽树、卖树过程，
循环成滚雪球式发展的
李营村是典型的棚菜种植区，一家一户 “绿色银行”。现在，李营村拥有 500 亩高档
独立经营，水电自己解决，道路自己铺设，导
绿化苗木培育基地，仅此一项村里每年收入
致成本高且极为不便。村两委决定，集体出
几十万元，蹚出了一条通过内涵发展壮大村
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集体经济的成功路径，
筑牢了乡村治理的
“压
水、电、路通到蔬菜大棚，统一管理，优化服
舱石”
。

夯实乡村治理根基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栽花、种草、植树，万棵树木、万平花草把
村庄渲染成绿色，织成一幅美好画面：
三季鲜
花盛开，四季绿色葱茏，树在林中，房在树中，
人在绿中。这是全国文明村、全国卫生村河
北省唐山市滦南县李营村的景象。
上世纪 80 年代，
“四难三少”是李营村的
真实写照：支部是摆设，作用发挥难；赚钱无
门路，群众致富难；
集体实力弱，
花钱办事难；
管理没章法，
村庄治理难。村民收入少，过好
日子的少，邻里团结的少。这种状况制约着
村庄发展，阻碍着乡村振兴。那时候的李营
村，私搭乱建，污水横流，治安乱，民风差，是
远近闻名的穷村、乱村。
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直接决定着乡村
治理成效。1987 年，李志刚接任村党支部书

记后，带领全村群众开展扎实有效的乡村治
理。李营村党支部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称号，李志刚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当选第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只有村集体经济足够
强大，才能为村子干实事、为集体办公益、为
群众谋福祉。否则，
乡村治理就没有底气、缺
少根基。”
李志刚说。
刀刃向内，自设紧箍咒。村党支部向村
民公开了两委班子
“约法五章”
：
送礼不要、吃
请不到、办事讲公道、待客自己掏腰包、亲戚
朋友不许沾光。村庄建设中，
党员带头、群众
出义务工已成常态：2000 年安装管灌节省资
金 1 万元，2008 年新民居加装红顶节省资金
12 万元，2012 年建人工湖节省资金 125 万
元……几十年来，累计出义务工达 10 万多

花溪草莓甜了冬天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戴佳村
初冬，走在贵州贵阳市花溪区的草莓种
植园里，可以感受到丝丝甜意。12 月 7 日一
早，记者来到青岩镇徐正奎家的草莓园，一盆
盆红彤彤的草莓正从大棚里被端出来，在寒
冷的冬季格外鲜艳。
整齐的种植大棚、白色铝合金栅栏、刚刚
整修完成的采摘步道、正在搭建的休闲亭让
人眼前一亮。
“我还订了很多风车、大草莓模
型、彩旗，过几天就到货。趁着春节前这段时
间把园子好好装饰一下。
”
徐正奎对记者说。
徐正奎是青岩镇大坝村村民，曾多年在
外务工。2018 年初，在朋友的鼓励下投入草
莓种植产业，目前已有 40 亩的规模。徐正奎
说，他前后投资草莓园近百万元，现在正是采
摘上市初期，每天可采摘 200 余斤，到明年三
四月间，进入盛果期后，每天可采近千斤，一
年下来，每亩草莓产量约 3000 斤。按平均每
斤 15 元 计 算 ，这 一 季 草 莓 就 可 收 回 全 部
投资。
“我认准了种植草莓这个事，再让草莓带
动农家乐。”
徐正奎站在花溪区农业农村局为
他投资修建的水泥采摘步道上说。
徐正奎的信心不仅源于他对投资回报的
估算，更是因为国家一系列产业支持政策。
据花溪区农业农村局专门负责这个项目的吴
亨进博士介绍，今年，花溪区将草莓产业作为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项目来打造，从资

如何推进乡村振兴？不是摊大
饼，不是数量扩张，质量是灵魂，要努
力推进乡村高质量振兴。
一是加强创新驱动。创新是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第一驱动力。如何推
进创新？应立足制度、产业、技术等多
方面推进。其中相关科研单位和高等
院校应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一是在
学科建设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涉农学
科建设，要把学科的创新和乡村的需
求有机结合起来。二要积极推动大学
生到乡村创业就业，为乡村产业和企
业注入充足人才活力。三要对乡村开
展常态化技术服务工作，尤其要对在
基层工作的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
退伍军人、家庭农场主、科技示范户等
开展相关培训。
二是要着力推进农业产业高质量
振兴。这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然
要求。粮食安全既包括数量安全，也
包括质量安全。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
止“非粮化”，规范耕地占补平衡，要确
保耕地红线不能有任何突破，这是保障数量安全的底线。
要以绿色引领农业产业发展，这是保障粮食质量安全的重
要基础。要进一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优化生产布局，大
力发展智慧农业，
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三是要高质量实施乡村建设工程。乡村建设的主要目
的是进一步改善乡村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为提高乡村社
会的生产率和生活质量打下更好的基础。搞好乡村建设，
一要统筹推进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把二者有机衔接起
来。规划要科学，同时要严格执行，切忌流于形式，切忌成
为形象工程。二是乡村建设一定要注意“留住乡愁”，对传
统村落和乡村风貌要注意保护好利用好。三要进一步完善
乡村水、
电、
路、
气、
通信、
广播电视、
物流等基础设施。四要
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
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实施好
河湖水系综合整治，
保护好乡村生态。
四是要把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不意味着解决脱贫问题一劳永
逸，还有稳定脱贫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一个更为长
期的任务。而且，在消除绝对贫困以后，还要解决相对贫困
问题。所以，乡村要实现稳定振兴，就必须进一步健全返贫
监测和帮扶机制，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尽
可能降低乡村社会因生活风险和生产风险所引发的损失，
着力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把乡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特色优势
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做稳。

游客在贵阳市花溪区的草莓种植大棚喜摘草莓。
金、技术、产业链等方面给予扶持。
花溪草莓种植由来已久。1984 年花溪
区引进草莓种植技术，并陆续推广，第二年在
黔陶乡、花溪乡建立草莓种植基地。经过多
年发展，花溪草莓已经发展到 1100 余亩，年
产量达 1800 吨，占贵阳市草莓产量的绝大多
数。对贵阳人而言，
“到花溪摘草莓”早已成

（资料照片）

了周末休闲的常规动作。
浙江建德人王惠珠和她的丈夫詹富海就
是花溪草莓种植发展的见证者。他们夫妇俩
最早在广东、河南等地种过草莓，辗转多处
后，2007 年来到花溪，最终选定这里作为长
期发展的基地。詹富海说，
“花溪空气湿润、
清新，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种出的草莓果大、

肉嫩、汁多、味甜，
根本不愁卖”
。
目前，花溪草莓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农户
增收致富的利器，草莓种植户达 200 余户，常
年解决就业 1102 人，直接带动当地农户务工
13.2 万个，
带动农户工资收入达 1980 万元。
但是，花溪草莓种植还存在品牌意识差、
发展无序、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这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花溪草莓产业的转型升级，将花
溪草莓这一优质地理产品限制在了游人自行
采摘、自娱自乐的低端产业链上。如何才能
实现农户进一步增收和提升草莓附加值？
今年 9 月，花溪区政府出台《草莓产业提
升工作方案》，提出
“一扩大六统一”
总体提升
计划，在现有种植规模的基础上推行品牌提
升战略，按照有机草莓种植标准，综合考虑氨
基酸、主要营养物等指标，制定出严格的花溪
草莓种植标准。今后，经过授权的经营户都
将使用花溪草莓公用品牌“花小莓”，将花溪
草莓做成花溪农业的龙头产品，完成这一名
优产品的转型升级。
“现在客源多、扶持力度大，产量再大一
点也卖得掉，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11
月 27 日，在花溪草莓种植大户培训会上，花
溪草莓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熊庆详说，花溪
超九成的种植户都是合作社成员。花溪区农
业农村局投入 20 多万元专项资金，为合作社
成员全面提升了草莓大棚的建设，统一了各
种植园的门头、栅栏、景观小品、种植步道和
销售窗口，以往杂乱无章、乱搭乱建的大棚不
见了，
“花小莓”
成了最亮眼的标识。
为扩大花溪草莓的销售渠道，花溪区依
托文化旅游区的特殊优势，搭建起“村呱呱”
销售平台，将农家乐、民俗、休闲娱乐和新鲜
草莓采摘、草莓深加工产品等结合起来，极大
提升了种植户的盈利空间。

靠山吃山富起来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兰善清
九道乡是湖北房县一个偏远乡镇，这里地处县域西南
角，距县城 157 公里，毗邻神农架林区，平均海拔 600 多
米。全乡农业人口 9459 人，80%在家从事多种经营，操持
着人均一亩烟、一亩林、一亩菜、一头畜、一箱蜂，户均一亩
药的各类产业，
不仅生活富裕，
而且发展势头强劲。
九道乡人因地制宜，
靠山吃山，
凭借独特的山地资源培
育特色产业，做成了一个又一个人见人爱的“香饽饽”。比
如，
风味独特的腊肉、土豆粉丝等远销全国各地，
原生态、无
公害的核桃、蜂蜜、药材等，
更成为各地商家定采热销货品。
“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主体带动，政策扶持，资源整
合”
，
九道乡党委和政府秉持这一兴乡富民思路，
实现了
“村
村有产业、户户有项目、人人有事干”的目标，形成了烟叶、
核桃、土豆、牲畜、魔芋、香菇、药材、蜂蜜、大鲵九大产业。
九道乡是典型的湿地气候，雨量充沛，林泉、飞瀑、溪
流、原始森林、天然溶洞遍布 9 个行政村，境内山清水秀、鸟
语花香、溶洞奇特、地下河水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成为
当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增长
点。全乡在完善要素功能、打造精品线路、延伸产业链条上
下功夫，
形成了以石罅飞瀑为主的岩洞景观观赏中心，
以回
崖沓嶂为辅的阴峪河、洛阳河峡谷漂流娱乐中心，
以飞梁绝
岭为落脚点的九焰山生态休闲康养中心，旅游业已初具
规模。

“八个一批”稳脱贫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张

猛

“这个月你俩的工资一共 6200 元。”11 月 2 日，河南省
西华县大王庄乡李庄村村民杨四海和他的大儿子从离家不
远处的河南华升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手中接过 10
月份的工资。
杨四海一家有 8 口人，
是村里最困难的贫困户。两年前
他和大儿子来到华升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打工，
父子俩月工
资超过5000元，
去年全家不仅脱了贫，
而且日子越过越红火。
杨四海一家成功脱贫得益于西华县扶贫政策的落实。
脱贫攻坚以来，县委、县政府结合本县产业基础和发展优
势，
精准实施外出打工保障、产业扶持分红、儿女赡养退出、
龙头企业带动、乡村保洁固定、工厂就业稳定、提高低保支
撑、小额贷款拉动
“八个一批”
脱贫路径，
实现了让贫困群众
持续增收、逐步脱贫、稳定脱贫的目标。
位于西华县大王庄乡的河南华升食用菌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食用菌科研、制种、技术推广、产品回收、加工为
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该公司积极响应县乡两级党委、政府
号召，
以食用菌产业为平台，
带动帮扶 46 户贫困户脱贫。
企业负责人何彦标告诉记者，
企业采取了因势利导、分
门别类、一户一策的方式帮扶贫困户。对有劳力、缺技术、
少资金、愿意栽培食用菌的贫困户，为其提供资金、菌种支
持，
指导他们栽培食用菌，
并回收包销产品。
对有劳动能力但不愿栽培食用菌的贫困户，则根据他
们的身体状况和劳动能力安排在公司工作，让 18 户贫困户
通过打工，
稳定增加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