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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 10 月 30 日电(记者江时强、
顾玲、王金金)深秋时节，青海省海北藏族自
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仙米乡大庄村环抱在一
片金黄之中。站在乡政府门口远望，独具藏式
风情的庄廓沿着道路依次排开，可以清晰地
望见远处的宝瓶广场。广场上，年轻人正使用
健身器材运动，老年人下着棋，修建成藏式八
宝中“宝瓶”形状的人工湖里，湖水涟滟，一派
祥和景象。

地处青海省东北部的门源县，近几年先
行先试，通过一系列措施推进高原美丽乡村
建设，同时，统筹考虑农牧民后续产业发展、
弱势群众兜底保障等问题，实现了改善民生
与经济发展的“双丰收”。

“晴天两脚土，雨天两脚泥。”在门源县东
川镇尕牧龙上村，59 岁的村民苏廷贤告诉记
者，以前村里是土路，家家户户住的是茅庵儿
(意为“土坯房”)，干干净净出趟门对村民来
说是件难事。

2014 年，苏廷贤利用政府危房改造工程
2 . 5 万元的补助盖了 5 间新房、重修了家里
院子的大门和围墙。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和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如今苏廷贤
家实现了“有自来水、有热水器、有暖房，配套
独立排水、独立卫生间、独立厨房”的“三有三
配套”。指着自家宽敞明亮的小院，苏廷贤说：
“现在的农村修得和城市一样好！”

“以前大庄村老百姓乱圈乱占现象特别
严重，因为圈占，乡政府到广场的路弯弯曲
曲，就像‘蚯蚓找妈妈’。”仙米乡党委书记田海
洋说，经过几年的高原美丽乡村建设，仙米乡
的面貌得到了根本改变，大庄村还被命名为
“全国宜居村庄”。

据门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计，自
2012 年以来，门源县先后投入各类建设资金
18 . 01 亿元，开展了 109 个村、32939 户的共
建整治工程和高原美丽乡村建设活动，共拆
除旧式围墙 132 . 6 万米，拆除乱搭乱建、厕
所和破旧圈棚 5 . 45 万余处……

然而，门源的乡村振兴之路并未止步于
拆迁、盖房和铺路。

走进东川镇尕牧龙下村村民刘存德在
“幸福大院”的家，屋内炉火正旺，刘存德和妻
子陈明梅正在炕上闲聊。心灵手巧的妻子一
边跟他聊天，一边用五彩的绣线纳鞋垫。然而
就在几年前村里危房改造时，刘存德虽然有
13 间土坯房，但因长期贫困加上老伴去世，年
过六旬的老人为无力自筹建房资金犯了难。

尕牧龙下村党支部书记曹占元告诉记
者，为解决农村年老力衰、无子女照顾、身患
残疾的老人和群众无房养老的问题，东川镇
投资 49 万元，在尕牧龙下村新建了占地 460
平方米的“幸福大院”，统一配备了床、沙发、
灶具等日常生活用品，安置了 10 户特困户。

刘存德 2015 年 3 月住进了村里的幸福
大院，也是在这里，他和西滩乡边麻掌村的陈
明梅组成了新的家庭。

据了解，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门源县对全
县 880 户无力自筹的建房贫困户给予 3256
万元的补助，并投资 450 万元在仙米乡、东川
镇、北山乡等地建成集中安置中心 11 处，安
置 84 户贫困群众，初步探索了农村特困群
众、五保老人、空巢老人集中安置的“门源农
村养老”模式。

大刀阔斧的乡村建设在改善农村群众居
住环境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当地

经济发展，美丽乡村“主战场”日益成为当地
群众增收的“新高地”。

家住门源县浩门镇头塘村的李淑珍家共
有 12 亩地，过去以种植青稞和油菜为生。经
过几年的美丽乡村建设，李淑珍一家的居住
环境得到了改善，2015 年她家开了个集吃住
于一体的“花海人家”农家乐，当年就增收
1 . 4 万元。

门源县是青海省会西宁连接河西走廊旅
游线的必经之路，近几年，因著名旅游景点
“百里油菜花海”而逐渐为外人所知。依托这
一有利条件，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
战略，门源县投资 10438 . 4 万元建成了西滩
乡冷龙岭七星海旅游风景区、仙米乡聚阳沟
达摩禅音瀑布风景区等一批生态特色旅游项
目，并投资 379 万元建成 73 户“特色农家

院”。
“这几年来青海旅游的人多了，我的农家

乐生意一直不错，去年我把农家乐扩大成了
家庭宾馆，一晚可以接待十八九个人，两个月
就赚了 1 万元。”李淑珍说。像李淑珍一样，门
源县很多农牧民群众从美丽乡村建设中获
益，并通过相关产业逐步走上致富路。

“县级财政每年拿出财政收入的 40% 用
于美丽乡村建设，平均每年整合资金 1 . 5 亿
元。”门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冯永茂说，
门源县以高原美丽乡村建设为龙头，把强农
惠农项目和资金最大限度地向高原美丽乡村
建设倾斜捆绑，集中实施，确保成效最大化。

看着住了一辈子的山村如今变了样，村
民苏廷贤说：“党的好政策让我住上了好房子，
往后的日子我也要自己想办法往好里奔哩。”

美丽乡村“主战场”渐成农民增收“新高地”
青海门源实现改善民生与经济发展“双丰收”

在凉亭下棋，在广场跳舞，在荷
叶池旁漫步……江西上饶市广丰区
华家源村的村民，通过特色产业发
展，一边走上了致富路，一边过着悠
然自得的田园生活。该村的夏布产
业撑起、做活了一个村子的经济。

夏布生产历史悠久的华家源
村，为把夏布打造成村民的脱贫致
富产业，该村成立了夏布合作社，引
导村民种植苎麻基地 100 亩，发展
夏布织坊 6 户，引进现代夏布企业
3 家。目前，合作社解决农村剩余劳
动力 3 8 0 人，实现户均年增收
18000 元。此外，华家源村还倾心打
造独具特色的夏布博物馆，着力把
华家源建设成“夏布特色小镇”。并
通过发展高品质农家乐、民宿等，增
强以乡村田园景观、夏布文化等为
核心的旅游吸引力，推动乡村旅游
从观光游到文化游的转变。

这是江西省以产业兴旺引领乡
村振兴，激活农村“造血”新功能的一个缩影。

立足当地发展特色产业，培育乡村发展动能，已成为江西
省实现产业兴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中国蜜桔之乡”江西南丰，世代在“土地刨食”的桔农
们，又开辟了一个新“战场”，在“水中捞金”。

“甲鱼蛋行情见涨，我们的产业发展规模优势逐渐显现。”
南丰县龟鳖产业协会会长吴国辉介绍说，目前，全县龟鳖类养
殖单位 720 户，参与生产农户逾 2000 户，养殖面积 2 万亩，综
合产值突破 20 亿元，亲鳖养殖规模和产蛋量位居全国之首，
成为全国闻名的甲鱼种蛋种苗生产供应基地。

近年来，南丰县完善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政策
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推进南丰蜜桔、龟鳖养殖等特色农产品
产业发展，进一步夯实了乡村振兴产业支撑。

以产业兴旺助力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绿色经济的可
持续推进，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之一。

盛夏时节，走进吉安县横江镇横溪村，葱郁的葡萄架上挂
满了果实。相较于市面上品种繁多的葡萄，这里靠绿色栽培技
术种植的葡萄更受青睐。

“这些葡萄用的肥料，都是鸡粪等有机肥，绿色循环利用，
既经济，又环保。”横溪村党支部书记肖光明说。

养鸡产业是吉安县特色产业，每年产生的畜禽粪便可以
堆成几座小山，对河流污染形成较大的压力。为了有效解决这
个难题，吉安县实施了有机肥加工项目，将畜禽粪便加工处理
变成有机肥。每亩葡萄园可消耗掉 5 千斤鸡粪，全县 5 万亩葡
萄园就可消耗掉 25000 万斤鸡粪。

“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过程，不但提高了经济效益，还解
决了养殖污染问题，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有力
地推进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肖光明说。 (赵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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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源县东川镇尕牧龙下村村民在村里新建的文化广场休憩（10 月 25 日摄）。

新华社发（张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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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6 日，广西融
水苗族自治县洞头镇举
办“打同年·庆丰收·促脱
贫”党建引领乡村旅游交
流活动，当地苗族、侗
族、瑶族等各民族同胞
欢聚一堂，通过烧鱼、吹
芦笙、打同年、唱侗歌、
展销特色农产品等活
动，庆祝丰收。近年来，
洞头镇积极发展优势特
色种养业和乡村旅游产
业，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上：10 月 26 日，在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洞
头镇洞头村，各族群众
欢庆丰收。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下左：10 月 26 日，

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洞头镇洞头村，村民在
展示农产品。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下中：10 月 26 日，

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洞头镇洞头村，一名侗族
少年在观看丰收节演出。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下右：10 月 26 日，

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洞头镇洞头村，苗族群
众表演芦笙。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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