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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暖阳洒在四川省中江县杰兴镇觉
慧村。上午 10 点，钟标建、匡凤兰夫妇已经挂
完了两个面架。

细如银丝的挂面瀑布般地在 5 米多高的
面架上随风飘动，轻轻触摸，面条上有不同于
机器加工的细微毛刺，稍用力扯一下竟弹性
十足。

记者数了数，每个面架上有 50 挂。钟标
建介绍，每挂正好 1斤面，超出 1斤面条就粗
了。他们夫妇俩从头天下午开始，经过和面、
切条、盘条、上条、发酵等 18 道大的工序，70
余个小的步骤，16 个多小时的制作，终于将两
袋各 50斤的面粉变成了细而中空的银丝面。

每年的 10 月到次年 5 月，是做挂面最好
的时间，钟标建家要做 2 万多斤挂面。在觉慧
村，像钟标建家这样从事挂面生产的专业户
有近 80 户，村里做挂面的传统已有千年。

记者在中江博物馆看到一则有关中江挂

面的传说：北宋淳化年间，来自北方的中江县
令崔谷喜欢面食，但厨师一直没能做出可口
的细面，直到有一次炖羊肉，厨师用竹筷插入
锅中时，看见汤水浓汁成为一条线受到启发，
找到了做细面的窍门。此后这个方法在民间
不断改进，发展至今。

在挂面作坊比较集中的觉慧村四组，人人
都能说几句挂面的特点：比如“茎直中通”，由
于发酵过程会产生蜂窝般的气泡，使得面体内
布满微孔，成为空心挂面；再如“光滑柔韧”，经
过多道工序而不含任何添加剂的挂面不易断
裂，煮而不糊、搁而不坨，食之舒滑养胃。盐的
调配也很讲究，而且得随着气温升降微调，久
而久之，这里的挂面师傅都会预测天气了。

“中江手工挂面工艺”2007 年入选四川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这一传统手艺一
度遭遇发展困境。觉慧村党支部书记钟金回
忆，那时每户人家的挂面年产量仅有 8000斤

左右，而且每斤只能卖到 3 元钱，面的品质也
是参差不齐。加之制作过程辛苦，出现了后继
乏人的情况。

“破题”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兴起
的合作社为村民们开启了一条发展新路。
2013 年，觉慧手工挂面专业合作社成立，合
作社对每家挂面生产户的卫生环境都严格要
求，每户都挂上牌子，标明面匠的名字和制面
经历，对制面工艺进行了规范并开展技能培
训。

与此同时，合作社还为挂面生产户提供
各类信息，在使用当地传统白皮小麦面粉的
同时，甄选面筋值 20 以上的优质面粉统一采
购，并积极开拓销售市场，组织村民参加展销
会、开网店。以往家庭作坊式的单打独斗变成
了合力打出“中江挂面”品牌的组合拳。

“现在每个挂面生产户的年产量都在 2
万斤以上，一半以上销量通过电商平台卖到
海内外，还有上门收的经销商，根本不愁卖，
价格也翻了一倍，除去各种成本，仅做挂面每
年就能给每户带来五六万元的收入。不少出
去打工的村民又回乡创业了。”钟金说。

如果说“中江挂面”以往的发展还是局限
在挂面本身，党的十九大后实施的乡村振兴

战略，把昔日发展的“单车道”变成了“多车道”。
今年 7 月，觉慧村入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记者来到觉慧村的前一晚，村里一场以挂面为
主题的晚会为第二届中国挂面文化节拉开帷
幕，未来的觉慧村将被打造为集文化传承、产业
鉴赏、观光休闲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地。

徜徉在觉慧村，从上海务工回来的退伍军
人、四组组长谢从友告诉记者，这两年油菜花
开的时节，觉慧村每天都有大量游客前来观光
体验，不少作坊已经成了在校学生进行挂面制
作体验的定点去处。距离四组不远的五组未来
将主要进行民宿接待，村旁的一片天然湿地将
被打造成休闲景点。

对各个作坊的景观打造也在进行。“罗大姐
手工空心挂面坊”自愿成为首家改造示范户，
“罗大姐”罗家秀先后花了 10 余万元改造住房。
昔日不起眼的农村小院，摇身一变，成为传统
味十足的川西民居。

中江县县长李霞说：“中江县已引入投资，
计划以‘产业+旅游’的新模式，把觉慧村打造成
名副其实的‘中国挂面村’，让一碗挂面煮出红红
火火的乡村振兴好日子。”

(记者惠小勇、李华梁、萧永航)
新华社成都 12 月 11 日电

一碗挂面“煮”出乡村振兴红火路

新华社南宁电(记者吴小康)“‘五彩田园’就
像一幅画，我们就生活在画里！”鹿塘社区党支
部书记朱有其说。位于广西玉林市的“五彩田
园”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规划建设面积达一百
多平方公里，园区涵盖包括鹿塘社区在内的 27
个行政村(社区)，通过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模
式，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在“五彩田园”，既能看到水稻连片的田园

风光，也可体验到高科技农业带来的神奇。自
2015 年建园以来，“五彩田园”不仅吸引到一
批农企入驻，还成为当地著名景点，园区累计
接待游客 1856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6 . 26 亿
元。周边居民通过土地入股、就业、开民宿等
方式，拓宽了致富渠道。

玉林是全国农村改革先行区，1988 年成
为全国第一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在全国率先取
消“粮票”；1994 年被列为首批全国农村小城
镇综合改革试点；2006 年被确定为全国九个
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之一；2014 年被确
定为第二批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之后又先后
承担了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
款、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 5

项全国农村改革试验试点任务。今年 6 月，玉
林市又承接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创
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机制试点
等 2项新的全国农村改革试验任务。

玉林市农业委员会主任陈运桥介绍，近
年来全市推进的农村改革具有系统化特点，
涉及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制度、金融服务等各
个层面。目前全市“六权”(农村集体土地所有
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集体建设用地上房屋所有权、林权、小型水利
工程产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成效明显，全市
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发证率达到 98 . 3%，其他
“五权”可发证率超过 95%。

“土地确权后，大家愿意把土地流转出
去，企业也舍得投入了。”朱有其说，“五彩田

园”项目中的土地流转采取直接租用和“土地
入股”两种方式，每亩水田一年租金为 1100
斤稻谷，远高于当地土地流转平均价格。玉林
还成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推动土地有序规
范流转，截至 2017 年全市农村土地流转累计
面积 144 . 43 万亩、流转率达 54 . 5%。

农村改革带来的效果正在显现，2017 年
玉林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597 元，
在广西各地市中排位第一，同比增长 8%，增
速连续 4 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眼下，玉林市正积极落实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试点、创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
有机衔接机制试点、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
经营权分置工作等 3 大新的农村改革任务，
继续勾画好乡村振兴战略新蓝图。

玉林：农村改革先行区勾画乡村振兴新蓝图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李平)茶区变景区，
茶树变“摇钱树”。经过 30 多年发展，茶已成
为贵州湄潭兴县富民的第一支柱产业。因为
茶，当地县域经济发展特色鲜明，群众持续稳
定脱贫有力，乡村建设美丽多姿。茶，是湄潭
人的宝贝，也是当地群众的致富源泉。

要用钱，山上种茶园

“要用钱，山上种茶园！”这是湄潭群众对
记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平均海拔 927 米，年平均气温 15 . 1 摄
氏度的湄潭县，雾多晴少，适宜茶树生长。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等落户湄潭，给湄潭
留下丰厚的种茶、制茶基础，而‘一种红薯半年
粮’的穷困现状，倒逼湄潭山区减粮种茶。”湄
潭县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陶通艾说。

上世纪 80 年代，“十年九年干、顿顿红苕
(红薯)苞谷饭”的核桃坝村经历了“要用钱，
山上种茶园”的蜕变。

核桃坝村村支书陈廷明说，为改变贫穷
面貌，1981 年老支书何殿伦顶着“饭都吃不
饱，还种茶叶”的质疑，和其他两名村干部共
种了 5 亩茶叶，茶叶丰收后，村里支起 108 个
炒茶锅，贵州省茶叶研究所人员手把手教他
们炒茶，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

转眼 37 年过去，核桃坝村已成为茶叶强
村。“现在我们村拥有茶园 1 . 2 万亩，茶产值
2 . 24 亿元。通过发展茶叶，80% 的村民买了

小轿车，农民的信用贷款额达到 80 万元，人
均收入近 1 . 7 万元。”陈廷明说，这些年，100
多户村民转型制茶、卖茶，核桃坝还吸引
2000 多名外县农民在这里定居，从事茶园种
植和管理。

“核桃坝村是湄潭茶产业发展的缩影。”
湄潭县副县长聂珍玉说，通过党员干部的示
范带动，湄潭从过去零星几千亩茶园发展至
今，茶叶已成为第一支柱产业，湄潭翠芽的区
域品牌价值接近湄潭县的 GDP，全县 80%
的农户、40% 的贫困人口通过茶叶增收、脱
贫，农民近一半收入来自茶产业。

在这里，我是一个幸福的农民！

在湄潭，茶既是群众的“福财”，也是吸纳
农村人口就业创业的“产业池”。

“以前，我们这有句老话：神仙难过二三
月。因为开年之后，青黄不接，很多村民吃了
上顿愁下顿。如今的二三月，却是村民的发财
季，因为摘茶叶就是摘钞票。”聂珍玉说，据测
算，全县投产茶园每年需近 40 万名茶青采摘
工，一个采茶工月收入可达四五千元。

湄潭县茶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罗睿介
绍，2018 年，湄潭县 500 余家茶叶加工企业
吸纳 3000 余名返乡农民工就业，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人员 1000 余名。

曾是贵州省一类贫困村的群丰村，2005
年之前，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现在，村里发

展茶园 6000 亩(户均两亩)，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 . 1 万元，村民守着茶园致富，全村
3286人仅 100 多人外出打工，返乡创业就业
成为主流。

村民富了，当地乡村治理也上了新台阶。
“以前我们村不团结，村民经常为一点鸡毛蒜
皮的小事吵架，现在村里有文化艺术团，村民
之间互帮互助。去年村里修建占地 8 亩的活
动广场，800 多名村民自发为 10 户被占地农
民筹款 10 多万元，补偿其损失。”群丰村第一
书记张顺福说。

近年来，围绕茶区变景区，湄潭县还持续
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提升群众获得感。目前全
县建设美丽乡村示范点 206 个，实施村庄整
治点 820 个，累计新(改)建黔北民居 7 万户，
农村居住条件改善率达 98%。

在茶香弥漫、绿浪淘心的湄潭乡村采访
时，当地农民高兴地对记者说：“在这里，我是
一个幸福的农民！”

茶园升级 茶山变“金山”

每斤茶青比周边茶园高 2 元以上，茶叶
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 2014 年从上海返
乡种茶的徐彬，开始尝到了欧标茶园的发展
红利。

徐彬的欧标茶园正成为湄潭县茶园的发
展方向。“2018 年至 2020 年，湄潭将按照每亩
每年 200元防治标准，把现有茶园逐渐提升为
欧标茶园，每亩茶产值再提高 1000 元以上。”
贵州茗城农商旅集团公司董事长徐汝华说。

用大数据技术打造私人订制茶园的贵州
沁园春茶业有限公司，通过建立茶园视频监
控等系统，实现对茶园温度、湿度等的精细化
管理，客人可监督茶园生产全过程。“今年公
司私人订制茶园达到 200 多亩，与传统种茶、
卖茶相比，私人订制模式带来的茶叶加工、高
端住宿、茶文化体验等，让茶园亩均产值提高
到 2 万多元。”总经理赵吉伟说。

茶旅一体化、延伸茶产业链，是湄潭茶产
业发展的重点。“湄潭现已建成‘中国茶海’、象
山茶植物博览园等众多茶景区，2018 年，全
县茶旅综合收入预计达 35 亿元，茶旅扶贫贡
献率将达 37%。”罗睿表示，目前湄潭开发了
茶多酚、茶香酒、抹茶、茶面膜等 13 类茶深加
工产品，受益于茶叶加工，湄潭每亩茶园下树
率比贵州每亩茶园下树率高 20% 以上。

“湄潭的特色在茶，希望在茶。下一步湄
潭将以建设贵州茶树良种繁育中心、贵州茶
叶集中精制中心、遵义茶叶交易中心为重点，
全产业链发展茶产业，通过提升湄潭茶产业
集聚度和品牌知名度，带动更多农民持续稳
定增收。”湄潭县委书记魏在平说。

贵州湄潭：要用钱，山上种茶园

▲湄潭县金花村的茶园（4 月 12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辉煌 60 年

壮美新广西

白沙村位于河北省武安
市最南端，西依巍巍鼓山，东
望古城邯郸。走进白沙，宽阔
整洁的街道交错纵横，设计
现代的楼房鳞次栉比，学校、
剧场、体育馆、公园分布在不
同的方位。

如今“都市化”的白沙村
在 40 年前却是一个“吃水爬
井坡，做饭烧柴禾，糠菜半年
粮 ，麻籽豆擦锅”的穷村 。
1982 年，28 岁的侯二河被
选为新一任白沙村党支部书
记，此时的白沙村负债累累，
欠款多达 30 万元，年人均收
入不足 100 元。

穷则思变。侯二河暗下
决心，一定要改变山村穷面
貌，让全村人过上好日子。侯
二河最终把目光对准连绵起
伏的群山，那不是石头而是
黄灿灿的金子。

说干就干，他带着党员
干部找门路，磨破嘴，终于筹
来了 3 万元资金，到 1982 年
底，白沙村第一个成规模的
集体企业——— 石子厂终于投
产。他用挣来的钱扩大再生
产，每年新上一个企业，3 年
时间就还清了 30 万元欠款。

侯二河带领白沙村干部
群众坚持走“发展集体经济，
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方
面依托资源优势，滚动发展，
先后建立了焦化厂、洗煤厂、
热油泵厂、免烧砖厂等企业；
另一方面坚持工业反哺农

业，由资源型产业向种植养殖业延伸，建成了
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如今白沙村已经拥有 30
个集体企业 ，2017 年全村集体收入达到
2 . 16 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 4 . 8 万元。

“幼儿入园全免费，义务教育不花钱，考
上大学有奖励，养老保险月月有，合作医疗免
费参 ，过年村里发米面 ，1 0 天就给发蔬
菜……”这是村民们自己编排的快板书。

随着收益日增，村民们享受到的福利也
越来越多。一些村民告诉记者，白沙村每人
都可享受“10 免费、8 补助”福利项目。这 18
项福利几乎涵盖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
上面快板书里提到的，还包括：60 岁以上村
民每年免费体检两次；88 套数字电视节目
免费收看；集体每周免费放映两场数字电影
等。

“我们决定走环保发展工业、工业反哺农
业的发展路线，要让每一个村民共享经济成
果的同时，拥有更加绿色健康的生活环境。”

侯二河说。 (记者刘桃熊)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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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西海固，山上已有一层积
雪。黄昏来临，气温骤降，田拐村的篮
球场上一群村民穿着短袖在激烈拼
抢。在众多年轻人中，一个白胡子老汉
格外引人瞩目。接长传、运球、上篮，一
气呵成，丝毫不逊于场上的年轻人。

这个老汉叫田成彪，今年 60 岁。
他所在的田拐村是个深度贫困村，位
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

在土地上立起一根木杆子，用铁
丝围一个圈挂在木杆顶端，加上一个
快弹不起来的旧球…… 35 年前，田拐
村的篮球运动很“原生态”，当时 25 岁
的田成彪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第一
次接触到篮球。

“这些年，无论村里条件啥样，打
篮球的人都不少。当年教我打篮球的
人今年已经 70 多岁了。”田成彪回忆
道。篮球一直是田拐村的“热门项
目”，20 世纪 80 年代田拐村篮球队
还曾摘得海原县农民篮球运动会冠
军。

想要承载村民对篮球的热爱，一
块篮球场必不可少。然而，在干山枯
岭、千沟万壑的西海固山区，想要在
村子里找一块开阔平整的土地已十
分不易，要建成一个篮球场更是难上
加难。

“以前这里太穷了，脱贫手段也单
一，但凡有一点地，老百姓也想着种粮
食。”田拐村村支书杨彦俊说。

田拐村下辖 9 个自然村，952 户，
3492人。但直到 2015 年，村子里才拥
有了第一块水泥地篮球场。在此前的
几十年里，尘土飞扬的“土球场”伴随
着包括田成彪在内的几代人成长。

“打完球就洒点水，要不然再打就
要吃一嘴土。冬天洒水会结冰，就只能
凑合着打。”田成彪说。

杨彦俊介绍说，由于自然条件不
适宜种粮食，村里人一直以跑长途货
车为主业，但许多人一年奔波到头仍
没能摆脱贫困。为了扭转局面，村里开
始鼓励村民养殖牛羊、种红梅杏、开农
家乐，发展乡村旅游。今年 7 月，海原
县乡村文化旅游节在田拐村开幕。期
间，为集聚人气、烘托气氛，田拐村邀
请周围 7 个乡的篮球队，进行了为期
4 天的篮球赛。

打比赛就要有个像样的球场。旅
游节前，政府投资的塑胶球场在村部建成，从此，硬邦邦的
水泥地也坐上了“冷板凳”。

从“土球场”到水泥地，田拐村走了几十年；从水泥地到
塑胶场地，田拐村只用了 3 年。村民喜爱的篮球运动焕发出
新的活力，羽毛球、乒乓球和各类健身设施也渐渐出现在村
民生活中。

“希望明年能多办几次篮球赛。现在我们村场地好，打
球的人多，周围村的人都来，去晚了根本抢不上位置。”田成
彪说。

因年龄原因，60 岁的田成彪已无法再外出跑长途车。
但对他来说，有更多时间和村里年轻人一起打篮球也是一
桩乐事。现在，他每天早晨和傍晚都要打上两场，有时还会
带上自己 4 岁的小孙子田悦。

篮球场边，田成彪在教小孙子拍球。篮球跳跃在塑胶球
场上，弹起村民对来年的期望。

(记者曹江涛、艾福梅)新华社银川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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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双牌：

产业旺促乡村兴
12 月上旬，被群山包围的廖家村，云雾缭绕。这座位于

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麻江镇的宁静小山村，正在百余亩青
翠的百香果中，迎来今年的丰收。

53 岁的廖家村村民蒋云权没有想到，曾在外地务工近
十年的他，还能依靠村里的产业脱贫致富。“没有技术，刚开
始只是打零工，后来通过贷款和找亲戚凑钱，如今我自己也
有了一片小果园。”蒋云权告诉记者。

廖家村位于双牌县东北部，全村 432 户 1365人，2014
年识别贫困人口 107 户 383人。近年来，廖家村通过发展葡
萄、百香果、酥脆枣等种植，建成 3 公里果蔬产业基地，打造
集种植、销售、观光、采摘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全村已
于 2017 年脱贫出列。

“我们出去学习、考察，山区村发展什么好，最后我们选
定了种水果，流转土地 1000 亩，上面派技术人员实地对我
们进行指导，现在我们的百香果销往广州、深圳等地区，产
品供不应求。”廖家村村支书唐林说。

产业发展起来了，乡村逐渐大变化。“以前都是泥巴路，
现在不同了，公路通组到户，家家有了自来水，电、网也实现
了改造。”蒋云权表示，乡村建设让他有了奔头，在外务工的
人也开始逐渐返乡。

记者了解到，总人口 20 万左右的双牌县，森林覆盖率
达 80 . 5%，生态环境较好。2017 年年末，全县 67 个贫困村
全部出列，成功实现省级贫困县“摘帽”。双牌县因地制宜重
点打造特色果蔬、中药材、森林土鸡养殖、农村电商、乡村旅
游等扶贫产业，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在双牌县茶林镇桐子坳村，217 棵古银杏树“点燃”了
今年深秋的旅游旺季。从 2014 年开始，桐子坳村瞄准这些
“活宝贝”，开始做“山水文章”。依靠交通改善的区位优势，
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摇身一变成了永州旅游“打卡”景
点。

“不只是秋天看银杏，我们现在已将核心景区 200 多
亩土地全部流转，打造成四季花海，同时对民居实现统一
‘穿衣戴帽’。”桐子坳村村支书杨海辉告诉记者，依靠旅游
产业，全村已于 2016 年实现整体脱贫，目前正向高质量发
展。

“我们将继续巩固农业产业，鼓励村民发展乡村旅游，
同时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唐林认为，产业发展了，村民的精
神生活也要跟上，下一步廖家村将聚焦文化建设，通过一系
列文化活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记者柳王敏、万志云)新华社长沙 12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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