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杨晨光、王菲菲）历
史上的曲沃，曾是“武公据之以兴晋，文公依
之而称霸”的古晋国之都。近年来，曲沃县深
挖传统文化，借助丰富的文物遗存、独特的自
然景观和民风民俗，使文化影响力成为旅游
发展的竞争力。

“发展旅游，没有文化可不行”

位于曲沃县曲村镇的晋国博物馆，是依
托“曲村——— 天马遗址”晋侯墓地兴建的山西
省第一座大型遗址博物馆，也是全国第一座
晋文化专题博物馆。自 2014 年开馆以来，每
年接待游客 50 余万人次。

“唐叔虞的儿子燮父为什么要改‘唐’为
‘晋’呢？《汉书》上记载，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
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这就是晋国的来
源。”董贞汝微笑着向游客介绍晋国的历史。

董贞汝是一名即将迈入大学校门的学
生。参加高考之后，因为对历史感兴趣，她参
加了晋国博物馆的暑期志愿者招募活动。经
过一系列培训成了一名讲解员。

为传播晋文化，自 2015 年起，晋国博物
馆累计培训小讲解员 100 余人次，招募志愿
者 60 余人，开展馆校合作 20 余次。

晋国博物馆不仅是学生暑期实践的平
台，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据该馆工
作人员陈晶敏介绍，目前景区有管理人员、保
洁人员和保安共 110 余人，90% 以上都是本
地村民。

谈起晋国博物馆给当地带来的变化，北
兆村村民杨玉虎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变宽的
路和增加的收入，而是村民不断提高的文物
保护意识。“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文化。发展旅
游，没有文化那可不行。”

“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

据考证，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
有《唐风》多篇创作于曲沃。因此，“诗经山水·

晋都曲沃”成为当地发展文化旅游主打的宣
传品牌。

2016 年，依托诗经文化和田园风光，曲
沃县北董乡建起了一座诗经故里田园综合体
景区，4000 亩的占地面积，涉及南林交、北林
交、东明德、西明德等四个村。

“这一片以前是河滩和垃圾场，现在河滩

变花园，看着心里高兴。”60 岁的村民杨玉平
说。

杨玉平是歌舞剧《董狐直笔》《莲语》的
“总导演”。为了全方位展示诗经文化，在景区
的筹划下，杨玉平组织 23 名当地村民，排练
了上述两部歌舞剧。在今年 4月举办的旅游
月期间一天演出 6 场，几乎场场爆满。

据景区负责人李军红介绍，景区在不改
变村民原有生产生活的前提下，将诗经元素
植入各个环节和景点，虽然还未完工，但基础
设施建设已为各村带来了变化。“以前四个村
之间交通不便，现在景区将四个村连在了一
起。”李军红说，建设诗经故里景区，最大的受
益者就是老百姓。

诗经故里景区自 2016 年 8月开放以来，
平均每天的游客量超过 1000 人次。看到景区
发展日新月异，越来越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
留了下来。据西明德村党支部书记秦林生介
绍，以前村里每年有 100 多人外出打工，景区
开放后有二三十人陆续回来。“村里搞旅游的
人，年收入都超过了 20000元。”秦林生说。

“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变成资源”

位于曲沃东城新区的晋园，建成不到 4
年，每年游客数量都超过 100 万人次。

晋水桥、文公石舫、古都梨园……一系列
以晋文化为主题的景观建筑点缀在晋园不同
的地方。“建设之初经过了 200 多次论证，晋
园所有的建筑都要有文化根源。”晋园管理办
公室主任王志强说。

曲沃是中国成语典故之乡、中国成语典
故传承基地。“中国成语词典上，与曲沃有关
的约有 1500 条，直接出自曲沃的就有 300 多
条。”景区工作人员郭飞说，“退避三舍、唇亡
齿寒、秦晋之好都是出自这里。”

据介绍，晋园有与成语相关的壁画 19
幅、青铜 6 组、旗帜 134 面。下一步晋园计划
一方面开发文创产品，一方面邀请专家学者
授课，让学生在这里学习晋文化和成语典故。

“我们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变成资
源，既寓教于乐、传承传统文化，又把它的价
值体现出来。”王志强说。

曲沃县委书记郭惠勇说，曲沃要把“历史
+文化+旅游”这篇大文章做好，让厚重的历
史积淀焕发勃勃生机，让丰富的文化遗存为
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山西曲沃：晋文化软实力成发展新希望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李亚楠)穿过一条比
省道还要宽阔的迎宾大道，映入眼帘的是碧
水环绕小楼、垂柳倒影河岸的宜人景色。这就
是河南省临颍县大郭镇胡桥村。

胡桥村，是一个普通的平原小村，2000
多口人、2500 多亩地，距离县城 15 公里，除
了土地、劳力没有其他资源。十几年前，这里
坑塘遍布、道路崎岖，很是落后。

胡桥村巨变在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20世
纪 90年代，胡桥村党支部书记胡青举带领村民
办起纸箱厂、纸盒厂、尾毛加工厂等集体企业。
但市场形势千变万化，这些企业先后停工。

“怎样才能提高村集体经济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怎样才能找到一条能够持续发展
的道路？”胡青举陷入思考。一天，一位园林植

物学教授不经意间对他说：“村里那么多土
地，种树多好！”

胡青举心里一亮：“是啊，种树有很多好
处，既能美化村容村貌，还能给大伙儿挣钱，
树卖了还能再栽，实现绿色循环。”村两委班
子成员都赞成这个发展思路。

经过小规模尝试后，胡桥的绿化苗木产
业很快发展起来。2004 年，胡桥又成立了园林
工程公司，专业从事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
工。如今，胡桥的村集体企业总资产达 3 . 2 亿
元，年销售收入 1 .7 亿元，利润 4000 多万元。

一部分村民就地转化为产业工人，直接参
与村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还有一部分村民脱
离“耕地束缚”，可常年在外务工，增加收入。

“栽树、浇水、挖树，一天最少七八十块，

多的拿到三四百元，比种地强多了。”胡桥村
民胡聚刚说。

如今，胡桥 400多户村民中，已有超过 200
户买了小汽车，不少村民盖起了三层别墅。“这
些别墅完全按照城里样式建造，少则投资五六
十万元，多的投资上百万元。”胡青举介绍。

不仅如此，胡桥还带动周边 1500 多户农
民发展绿化苗木种植 4000 多亩。据测算，与
种植常规农作物相比亩均净增收 1500-2000
元，仅此一项每年可为农户创收 600 多万元。

“现在，不光周边村羡慕我们，连城里人
都羡慕我们呢。”80 岁的村民孙全发说。

近年来，胡桥先后投资 2000 多万元，用
于寄宿式小学、幼儿园、养老中心、天然气入
户、混凝土道路户户通、垃圾污水处理等惠民

工程；每年统一为群众缴纳养老、医疗保险
等费用，春节按人头发放福利。

着眼长远发展，胡桥还投入 3000 多万
元对村内的 300 多亩坑塘进行综合整治，形
成完整的环村水系，铺设环水系游步道 6000
多米。“有人夸我们是中原‘小江南’。”老党员
王全信笑着说。

胡青举表示，这是在为胡桥村的未来发
展打基础。下一步，将依托绿化苗木基地、环
村水系、关公祈雨庙会等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这 6000 多亩绿化苗木基地是村里的自
然‘宝库’，也是一个巨大的乡村旅游生态氧
吧。”胡青举自信地说，有了这个无价之宝，胡
桥一定会产业更加兴旺、生态更加宜居、乡
风更加文明、治理更加有效、生活更加富裕。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许晓青、
沈洋)不到 20 岁的华晓春，离开
大山里的家乡——— 千年古城江西
会昌已是第二个年头。他到繁华
的国际都市上海“见了大世面”，
在位于徐家汇的“上剧场”学戏剧
舞台技术。“跟着赖老师，我们放
心。”他的父母说。

2015 年，闻名华人世界的台
湾戏剧家赖声川回到祖籍江西省
会昌县，这是他在改革开放后第
二次回到父亲出生的地方。相比
1996 年的第一次，会昌的经济发
展加速，但赖声川一直在思考，“乡
村的茁壮，要增加文化的力量”。

就在这一年，赖声川开始了
一项与戏剧、与剧场有关的“试
验”，他计划每年夏季带一部戏剧
回家乡，演给父老乡亲看，特别是
演给当地青年看。“戏剧或许可以
改变乡村，通过内生的、文化的力
量，去实现乡村振兴。”

会昌县距离江西省会南昌市
四五小时火车车程，地处江西、福
建、广东三省交汇处。这里是革命
老区，民风淳朴。在赖声川和华晓
春这样的隔代人眼里，这里虽然有
点小，但是却有“属于自己的乡愁”。

“赶赖公庙会，看声川大戏。”
如今已成了每年夏季会昌县城里
家家户户议论的热点之一。在会
昌，“赖”是大姓。“赖公庙会”原来
就是传统市集，2015 年的夏天，
赖声川带着他的表演工作坊到县
里的采茶歌舞剧院开演第一部话剧《十三角关系》，一年一部
逐步形成了这座县城新的文化习俗。

那年夏天，台下的观众里就有懵懵懂懂的华晓春，他是会
昌城里赖声川戏剧的第一批“在地观众”。

第二年夏天，依然在读中专汽车维修专业的华晓春，又去
看了“赖公新戏”，这一回是《暗恋桃花源》。2017 年春，华晓春
得知上海的赖声川专属剧场“上剧场”招收培训生，他立即报
了名，希望能当一名舞台技术工人。“虽然是‘零基础’，但因为
喜欢，一点儿不觉得累！”他说。

“上剧场”运营负责人、赖声川妻子丁乃竺，与丈夫一起合
计着文化“反哺”会昌的各种办法。比如，尝试教会当地年轻人
一门舞台技术，开阔他们的视野和就业门路。

2016 年起，“上剧场”开始培训会昌籍的青年员工，首批
招募近 20 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通过到“上剧场”实习改变了
命运，其中一部分被签约留用，如华晓春等，还有一些被推荐
到合适的机构和团体就业。他们都靠手艺吃饭，从事的工种包
括布景师、灯光师、音响师等。

与华晓春同一年来到“上剧场”的朱忱年龄大一些，早前
她从会昌考学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音乐专业，本科毕业后
本打算回乡求职。各种机缘巧合，朱忱应聘了“上剧场”，成为
一名音响助理。

不到两年，朱忱和华晓春都能在舞台这个行当上独当一
面了，朱忱在表演工作坊音乐剧《恋恋香格里拉》里负责音效，
而在“上剧场”技术部舞台组的华晓春已经参与了《暗恋桃花
源》《如梦之梦》等大戏的舞台工作。如今他们不仅在上海演
出，还到全国各地巡演，华晓春在 2017 年夏季就跟着团队回
到家乡会昌演出，当时的剧目是《爱朦胧，人朦胧》。

“我觉得特骄傲，爸妈和很多亲戚都坐在观众席上，而我
在场灯暗下的时候，迅速上台搬动布景和道具，我就好像是舞
台上的‘小精灵’一般。虽然只学到一点皮毛，但我为自己的努
力付出感到骄傲。”华晓春说。

“都市的游子，总是想回到乡村的。”在赖声川看来，会昌
是一片好山好水的地方，华晓春、朱忱这样的孩子，有朝一日
也会回到家乡，做更多与文化相关的事。

“每年夏天坚持演一部戏，我想带着试验的性质。如果连
续做 10 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艺术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一
个令人向往的乡镇，应该是富裕的、安逸的、不浮躁的、有文化
氛围的。我想让家乡更加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赖声川以戏
剧独白式的阐述，描摹着自己的梦想。

他和会昌青年的梦想都在继续。未来几年，当地将建起更
加完备的文化“一条街”。尽管会昌没有像上海或乌镇那样举
办国际戏剧节的条件，但因为戏剧，这座千年古城或许会与外
部世界更加融通。

新华社成都 8 月 5 日电(记者陈健)“高
兴呢，领了证就可以马上开展下一步工作，对
村里、村民们都是大好事。”说起两天前领到
全市第一张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营业执
照，四川眉山市丹棱县仁美镇小桥村农民郭
正兵乐得合不拢嘴。

以土地入股是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
的一种典型方式，作为小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郭正兵对今后村里的发展前景充
满信心，他说：“接下来，村集体就可以进行土
地整理、产业划分，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

小桥村党支部书记费亚说，村里将加快
实施前期准备的项目，争取村集体经济收入

在今年年底实现翻番，努力实现乡村振兴。
小桥村的变化，得益于农业大省四川正

在大力推进的农村集体经济“三变”改革：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很多资源性资产
包括山水林田等，所有权都是集体的。然而，
长期以来，作为这笔巨大且宝贵资产的所有
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却一直缺位。村集体资
产名义上村民“家家都有”，但实际上具体每家
有多少并不清楚，发展办法不多、动力不足。

为此，近年来四川农村陆续开展了集体经
济清产核资，将集体资产登记造册，明确了集
体资产、资源的产权关系。在此基础上，一些地

方进行了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找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仁美镇党委书

记胡曦介绍，过去，农村经营体制“分”得充分、
“统”得不够，资源分散、资金分散、农民分散，
难以适应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的发展需要；
现在必须认识到乡村土地分散不长钱、劳力闲
散不来钱、资金零星不生钱、房屋空置不值钱、
自然风光不卖钱、集体空壳没有钱的尴尬。

在小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是经村民同
意、由村集体领办的，将村集体资产量化到
人。农民把手中的资源转化为股权，委托合作
社经营，农户除获得劳动收益外，还可按照股
份从合作社收益中获得一定比例分红。

四川省委农工委常务副主任杨秀彬表
示，今年四川省委“一号文件”明确，要全面开
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和集体成员身份确
认，加快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
革，到 2019 年基本完成集体资产清产核资。

在这项改革开展较早的地方，农民已经
尝到了甜头。巴中市恩阳区观音井镇万寿村
率先尝试了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村里的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我家也占了股
份，每年都能分红，加上务工、养殖收入，一年
下来能有 15000元的收入，这比以前不知道
好了多少。”万寿村村民张美强说，随着村集
体资产不断壮大，村民收益还会不断增加。

偏僻中原小村：绿色经济美了环境富了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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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村集体经济“三变”助推乡村振兴

▲游客在诗经故里景区观看表演（4 月 30 日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南宁电(记者刘伟、覃星星、农冠
斌)走在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刘圩镇谭村的山
坡上，随处可见一人多高的牧草在风中摇曳。
牧草并非南方常见的作物品种，但它却在这
里扎下了根，并成为当地现代特色农业的重
要一环。

穿过一片片牧草地，记者来到这个名为
“田野牧歌”的肉牛产业示范区。在一座座现
代化牛舍里，多个品种的牛悠闲自在，每头牛
的耳朵都佩戴耳标，上有一串数字作为牛的
编号。由于牛粪经过环保处理，整个牛舍没有
难闻的臭味，反而散发出牧草的清新气息。

针对缺少优质种牛的情况，示范区与广
西大学、广西农科院等一起培育出了本地优
良品种———“岭南牛”。依托肉牛种源优势，示

范区把当地牧草、甘蔗尾叶等转为养牛饲料，
同时经处理过的牛粪又可当作有机肥用于果
园、牧草等种植，实现了“种养循环”。目前示范
区年产秸秆饲料 8 万余吨、有机肥 3 万余吨。

谭村党支部书记谭启盛说，肉牛养殖改
变了当地农民焚烧秸秆的习惯。稻草、甘蔗尾
叶、花生藤、木薯秆等以前不是被丢弃就是焚
烧处理，现在都有了用处，如甘蔗尾叶是 180
元/吨，玉米秆是 350元/吨，废物变为宝。

据刘圩镇党委书记贺明球介绍，目前示
范区已流转土地超过 5000 亩，建有标准化牛
舍 18 栋，存栏种牛 2900 余头，年育肥出栏优
质肉牛 6000 头。2017 年，田野牧歌肉牛产业
示范区被评为“国家肉牛养殖标准化示范区”。

广西四野牧业公司是田野牧歌示范区的

龙头企业。这家公司的董事长伍关宗介绍，经
过杂交的肉牛不仅品质好，产肉率也比本地
传统的牛提高约 17%，市场主要在珠三角的
城市西餐厅。

“以前农闲时常有人聚在村里小卖部打
牌赌博，现在不一样了，小卖部成了信息中
心，大家聚在一起交流信息。”谭启盛说，家门
口有了致富机会，许多在外务工的年轻人都
回来了。他们有的当焊工、有的开挖掘机、有
的跑运输，高峰期有 100 多人到示范区工作。
如今，附近村民每年可获得劳务收入六七百
万元，不少村民还购买了小汽车。

贺明球告诉记者，刘圩镇贫困户约占整
个青秀区的半数。为积极推进脱贫攻坚，肉牛
产业示范区的肉牛养殖基地除谭村外，还覆

盖了那度、那床等 2个贫困村。贫困户不仅能
享受土地流转租金、无偿认养肉牛分红等“福
利”，还能到养殖基地务工挣工资。

有了示范区带动，去年当地一些贫困户
人均年收入达到 1 万多元。那床村贫困户黄
爱林说，她家每年能得到入股分红 4000元，
加上认养了 3 头肉牛，每年也有 4000元的收
入。平时在基地割草，每天也有 80元收入，生
活逐渐好起来。

记者采访了解到，肉牛产业示范区实现
了群众受益、企业发展、增加就业等多赢。下
一步，当地将打造肉牛产业完整产业链，发展
农牧休闲旅游文化，同时注重从农民中培养
善于标准化养殖的带头人，带领村民共同致
富。

南国“田野牧歌”：打造肉牛产业家门口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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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电(记者崔宇、张伊伊)“这里到处都是风景，
空气清新，还能体验采茶制茶，来了真的不想走。”来自重庆的
游客张明说。走进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七彩部落”，彩色的农
家别院在翠色欲滴的茶园间错落有致，农家院墙上“仙女”和
“蝴蝶”正在嬉戏，茶园上空钩挂着无数把七彩雨伞。

“七彩部落”的前身是湄潭县湄江镇金花村大清沟组，过
去共有 73 户人家，村民不到 300 人，祖祖辈辈以茶为生。

2015 年开始，村民们集体将茶园、土地、房屋等通过合作
社入股，全体“村民”变“股民”。去年接待游客量超过 50 万人
次，人均纯收入达 3 万多元。

“七彩部落”的成功得益于近年来贵州茶产业的迅速发
展。2007 年以来，贵州茶叶产量连续 10 年保持 30% 以上的
年均增长速度，从 2 . 5 万吨增加到 28 . 4 万吨。

随着茶产业规模化水平不断提升，贵州茶叶开始逐渐“走
出大山”。2017 年贵州茶叶直接出口达 2852 . 6 吨，出口金额
7730 . 8 万美元，连续 6 年保持持续增长。

茶叶“走出去”的同时，大量游客也开始涌入茶园。年轻的茶
艺师党先艳在“七彩部落”开设了一间体验式茶馆，“平时每天都
有游客过来体验和买茶，节假日来旅游的车队就排起长龙。”

不光是湄潭，目前贵州大部分产茶区均有茶园旅游基地。
位于都匀市毛尖镇坪阳村的螺丝壳河头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成立于 2008 年，成立之初社员只有 23 户，茶园面积 300 亩。
经过 10 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为拥有社员 346 户、茶园 5423
亩的大型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该合作社负责人张光辉介绍，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壮
大，近年来游客陆续来旅游体验，合作社因此建立起了农家乐、
旅馆等基础设施，农户除了茶叶收入之外，还吃上了“旅游饭”。

贵州将“茶园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业态进行重点发
展，“茶旅一体”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以茶促旅、以旅带
茶”的模式正在贵州遍地开花。

贵州农村开发新业态

“茶旅一体”注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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