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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草原巨变，请到“牧民五宅”体验

新华社南宁 1 月 10 日电(记者雷嘉兴、郭轶凡、
林凡诗)精致的风雨桥、极具苗族特色的苗寨民族
楼、宽阔的民俗广场、干净整洁的街道……近年来，
广西融安县安宁村大袍屯依托当地独具特色的民族
风情进行改造升级，一个大山深处的贫困苗寨屯旧
貌换新颜，村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热情的苗寨人穿着节日盛装，用苗家米酒迎接
远道而来的客人，大家一起抓鱼、跳芦笙舞、乘船游
览泗维河……民族长廊上挂着的一张张照片记录着
这个寨子改造后发生的变化。

民俗广场旁边便是美丽清澈的泗维河，缓缓流
淌的清澈河水与新建的苗族风雨桥和民俗广场相映
成趣。村民云彩玉说：“以前我们家与泗维河距离很
近，但一到下雨天就很难走，后来建了广场和风雨

桥，道路也拓宽了。”
在大袍屯，由于耕地少，山林多，村民们因地制宜

种起了香杉。长期以来，香杉种植一直都是这里的主要
产业。“我们家世世代代都种杉木，现在价格还不错，每
立方米杉木能卖千元左右，卖一次能给家里带来不少
收入。”村民凤丽娟笑着说，香杉就是“脱贫致富树”。

此前，碍于交通不便，杉木砍得下，运不出，村民
生活非常不便。“以前吃不上米饭，经常挑着百来斤
重的担子去山外换，来回一趟要六七个小时。”68 岁
的村民杨佩仙回忆道。

“最早杉木都是用船运出去，非常不方便。2007年
虽通了黄泥路，一旦碰上下雨天车还是不好走。”村民
梁海雄整理着砍好的杉木，正准备扎捆装车时说道。
2017 年，通往屯里的黄泥路经过道路硬化改造，全程

贯通，新的水泥路为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随着生活条件改善，深山苗寨建起了一座座新

房。村寨楼房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许多还保留着当
地苗族特色的传统木屋，一些房子墙上绘有彩绘，
远远望去，色彩鲜明，映衬着苗寨，整个山村焕然一
新，充满生机活力。

2016 年，大袍村民们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扶持
下，发展起了养殖业，网箱养鱼、养土鸡这些特色产
业帮助许多村民摘掉了贫困帽子。村民董桂花一人
带着女儿生活，住的木房子是上世纪 80 年代建造
的，破旧的木屋四面透风，“冬天冷得盖几床被子都
睡不着。”董桂花说，在帮扶干部的指引下，她申请了
危房改造补贴，旧木屋不远处，新建的砖瓦楼已初
现雏形。“有了新房子，生活也有了盼头！”

苗寨香杉，终于长成了“脱贫佳木”

新华社兰州 1 月 9
日电(记者张文静 、成
欣 、周啸天)33 岁的农
家乐老板娘庞香系上红
围裙，盘起头发，戴上红
帽子，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通过网络教粉丝制
作一种名叫“土蜂蜜沙
琪玛”的传统特色甜味
糕点。

在社交平台“抖音”
短视频上，庞香拥有近
1 万名粉丝，是很多“吃
货”的老师。而在现实生
活中，她是西部一个贫
困山村远近闻名的“创
客”，年收入可达 50 万
元。

庞香的老家位于甘
肃省陇南市两当县云屏
镇庙湾村。2005 年，高
中毕业后，她因为家庭
困难而外出打工，当过
服务员，干过销售员，开
过服装店和餐馆。

2015 年，两当县立
足资源优势，积极发展
乡村旅游。当地政府建
成了云屏三峡旅游景
区，实施了花园县城和
百公里绿色长廊建设。
庞香和爱人果断返乡创
业，建起了农家乐“竹林
小院”。

陇南物产丰富，两
当的土蜂蜜、核桃等特
产“香飘”中国。天然的
食材、热情的服务，时间
久了，“竹林小院”意外
“走红了”。来自兰州市、
西安市和成都市等周边
地区的游客对其赞不绝
口。

但是，庞香希望“更
多人了解家乡的美食和
当地人的生活”。去年 5
月，她开始在“抖音”上
传“制作土蜂蜜沙琪玛”
的视频。视频中，只见她
将土蜂蜜、核桃、花生和
炸好的面节放在锅里，

快速翻炒后盛到一个长方形的厨具里，再
用棒槌不断地将这些食材砸得更加结实。
55 岁的母亲刘凤英用手机录下了制作的
全过程。

这些数十秒的视频并不精美，甚至画
面还会晃动，但单条视频点击量已超过 8
万。来自天南海北的粉丝不仅为庞香点
赞，还购买她制作的特产，有的加了她的
微信拜师学艺，有的还慕名前往“竹林小
院”游玩。

2017 年，庞香通过在“抖音”上销售沙
琪玛挣了 3 万元。除了沙琪玛，庞香还为
村里的腊肉、香菇、木耳等土特产打广告。

这样做的不仅仅是庞香一人。随着中
国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农村青年通过制作
网络视频展示烹饪和务农场景，增收致
富，也将精神和物质更丰富的中国农村生
活讲述给城市居民。例如，广西壮族自治
区灵山县的果园主人甘有琴和团队通过
录制乡村生活短视频，在 2018 年上半年
售出 150 多万公斤水果，收入约 2000 万
元。

云屏镇党委书记冯红波认为，充满乡
土情怀的视频打开了村民脱贫致富的渠
道：“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回乡创业，和家
人团聚。他们正成为乡村振兴一股新的建
设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
战略，并将它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需要坚定实施的战略之一。一年来，我国多
地都在探索实现乡村振兴的办法。甘肃旅
游智库秘书处秘书长、兰州文理学院教授
高亚芳认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正积极助
力农民拓宽增收渠道，不断增强广大农民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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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1 月
9 日电(记者刘伟、农
冠斌、覃星星)“桑蚕
产业大发展，经济腾
飞乐无边，种桑养蚕
致富快，富裕走对生
活甜。”在“刘三姐故
里”广西河池市宜州
区，“开口便能成歌”
的宜州人把“种桑养
蚕经”编成了山歌。

宜州是中国最大
的桑蚕生产基地县
(区)，连续 13 年保持
中国第一桑蚕生产基
地县(区)，被授予“中国
蚕桑之乡”称号。2018
年上半年，宜州鲜茧产
值超过 15亿元。

“在进行产业政
策、技术宣讲时，群
众对不明白的地方
直接提问，歌手们用
山歌回答，群众关心
什么就唱什么。”宜州
区文联主席左丹说，
桑蚕山歌歌词都是
反映产业生产的，老
百姓容易接受。

“前年妹夫对我
讲，养蚕经验他在
行，桑叶喷洒营养
料，省叶蚕胖个个
靓……收购老板不
收茧，说蚕掺假质低
下，丝脆不能上织
床。”一些桑蚕山歌用
幽默的语言道出以
前一些失败的经验
教训。

“以前一些农民
盲目求快，养殖不规
范，没等到化蛹茧便
出售，导致蚕丝的质
量不高。”广西嘉联丝
绸股份有限公司行
政总监袁毅说，宜州
要生产出高品位的
生丝，必须做好原材
料的源头控制。

近年来，围绕推
动桑蚕茧丝绸产业转
型升级，宜州大力实施“优茧工程”，建设
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桑蚕优质
原料茧基地。截至 2018 年上半年，宜州
已建成优质原料茧基地 14 个，基地面积
达 4 万多亩。“目前公司主要生产 5A级
的生丝，原材料品质提升后，宜州有望生
产出顶级的 6A级生丝。”袁毅说。

“积极扶持和引导，循环经济产业
红……”德胜镇上坪村村民兰孟铁见到记
者来访，唱起了自己前些日子刚学的山歌。

兰孟铁与爱人种了 10 亩桑林，每年
至少养 10 批蚕，一年养蚕的收入约 10
万元。“以前大家都把没经过处理的蚕沙
直接施入蚕园或者用来饲养家禽、家畜，
有时候会导致蚕病暴发，造成养蚕歉
收。”兰孟铁说，如今村里建成了蚕沙池，
有专门的企业前来收集，制成有机肥。

宜州区桑蚕循环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 2018 年 6 月，宜州自建小型蚕
沙池 107 个，群众和企业共无害化处理
蚕沙 5 . 36 万吨。

桑叶养蚕、制茶，桑枝培育食用菌，蚕
茧做丝、蚕丝被，蚕蛹可制成食品、饲料，
蚕沙可入药、做枕头或发酵成饲料……近
年来，当地围绕培育“桑-蚕-茧-丝-绸+桑
蚕综合利用+多产业融合发展”循环经济
产业链，推动蚕桑产业融合发展。

借助“东桑西移”的契机，宜州围绕
“提品质、强品牌、增品类、优产业、富民
生”的发展思路，推动桑蚕产业转型升级。
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宜州桑园面积达
36 . 19 万亩，当地还积极推动种桑养蚕、
茧丝绸加工、物流销售各环节无缝衔接，
努力延长产业链，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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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回乡办“花园”

▲ 1 月 10 日，刘振健在大棚里查看
多肉植物的生长情况。今年 28 岁的刘振
健是河北衡水人，2014 年，他从石家庄
回到家乡。在了解到多肉植物的种植前
景后，他开始了扎根乡村的创业计划。经
过短短几年的经营，他的“二月红多肉花
园”已发展到 3 个大棚 、总面积超过
6000 平方米。 新华社记者朱旭东摄

“草莓姐”的“莓”丽事业

▲ 1 月 7 日，江芳芳在采摘草莓。江芳
芳是山东省沂源县中庄镇盖冶村的一名普
通农家妇女，她 2014 年开始种植草莓，2017
年成立了草莓专业合作社，通过“企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当地农户发展绿
色种植。目前，江芳芳的草莓产业带动当地
和周边的 320 多个农户和 50 个贫困户实现
长效脱贫增收。 新华社发（赵东山摄）

据新华社长沙 1 月 10 日电(记者陈梦婕、高文
成、陈泽国)年关将近，持久村的不少村民已经开始
准备年货，可 63 岁的张正柏却正忙着开垦荒山，为
开春扩种迷迭香做准备。去年，这种原产于地中海地
区的西餐食材为他带来近 10 万元的收入。

持久村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
处武陵山区，沟谷纵横，荒山多、土地少，难以发展大
规模种植业和工业，但这里独特的地理地貌和立体
气候适合迷迭香的生长，种植出的迷迭香有效成分
高、产品品质好。

相传，迷迭香在曹魏时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
国。曹植在《迷迭香赋》序中写道：“佩之香浸入肌体，
闻者迷恋不能去，故曰迷迭香。”在欧洲，迷迭香历来
被用作西餐佐料，其花和叶子还是空气清新剂、抗氧
化剂和迷迭香精油等的原材料。近几年，迷迭香市场
需求大，价格高，种植技术日渐成熟。

在种植迷迭香之前，张正柏曾种植茶叶。他住
在山上的简易窝棚，悉心打理茶园。可到了采摘季
节，茶叶鲜叶下山只能靠肩挑手扛，等运到吉首品
质变差，卖不上好价钱。2017 年底，扶贫工作队引进
了迷迭香种植和开发公司，打算在村里建设迷迭香产
业基地。闲不住的张正柏跟随企业代表开垦荒山，利
用熟悉山形地势，做起了向导。

迷迭香对土壤要求不高，喜干不喜湿，大山深处
也能种植。基地栽种第一批幼苗时，张正柏也打算跟
着试种。犹豫之时，他来到邻县已经成熟的迷迭香种
植基地考察。当地村民告诉他：“迷迭香容易管理，收
益也好。”张正柏这才在自己的地上种了十几亩。

迷迭香长势茂盛，而公司不仅提供技术支持，还
将成熟后的迷迭香统一加工收购。这一切让张正柏
心里越来越有底。收割后，他每亩收入约 4000 元；加
上做工劳务费，总计收入近 10 万元。

湘西州成规模种植开发迷迭香始于 2012 年。
当年，面对欧盟地区的市场需求，阔别家乡多年的
张衡回到湘西州，开始发展迷迭香产业。他之前从
事旅游业多年，认为家乡的“旅游资源和生态资源是
当地发展的禀赋优势”。2014 年，张衡成立公司，不
仅售卖原材料，还提取有效成分和精油，开发了香
皂、面膜等产品，投放到旅游市场。目前，湘西州的
迷迭香种植基地面积超 4000 亩。当地农民可以流
转土地入股，享受分红，也可以自己种植，再由公司
统一收购，还可以在基地务工。对于当地数千名农
民来说，迷迭香已不是致富的“配菜”，而是“大餐”。

迷迭香产业的发展也让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了
湘西。今年 25 岁的黄先顺受公司委派，来到持久村
开拓基地。“很多本村的年轻人都在和我咨询迷迭香
产业，打算回到家乡。等找到合适的本村年轻人负责
这个基地，我就去开拓其他的种植基地。”

迷迭香飘，配出了山民“致富大餐”

乡村迎春
▲ 1 月 9 日，河北省任县骆庄乡达二村村民晾晒大红灯笼。

春节临近，人们忙着制作节庆用品、手工艺品等，喜迎新春佳节。

新华社发(田晓丽摄)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任军川、哈丽娜)西头
是一座气派的砖房，中间是整齐的三个砖瓦房，东边
是一处破旧的土坯房……这是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
右旗蒙古族牧民乌尼巴图家五处不同年代的住房。
这五处住房折射出草原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

今年 41 岁的乌尼巴图是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
苏木巴彦淖尔嘎查牧民，家有 4951 亩草场，300 多
只羊和 100 多头牛。作为土生土长的牧民，他见证了
草原牧民住所的变迁。“我出生在最东边的那间小土
房，21 平方米，我们 6 口人居住，那之前父母是住在
蒙古包过着游牧生活，老人们常说蒙古包条件艰苦，
尤其是冬夜睡觉时总是被冻醒。”乌尼巴图回忆说。

20世纪 70 年代，内蒙古蒙古族牧民逐渐由游
牧生活转变成定居生活，牧民的住所也发生了变化，
大多数牧民在草原上盖起土房。乌尼巴图家也是在
那个时候盖了第一个土坯房，尝试定居生活。

“刚开始定居时，我们夏季还出去游牧，秋冬季

回到新房子过冬，那时生活是半游牧半定居状态，但
小孩都比较喜欢住在土坯房里，更习惯定居生活。”
乌尼巴图说。

进入 80 年代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所有
草原上的牧民一样，乌尼巴图家发生了巨大变化，家
畜兴旺，收入翻番，居住环境也得到改善。

“当时手头有钱了就想改善居住条件，先是新盖
了 40 平方米的砌砖房，过了几年又盖了 54 平方米、
60 平方米的砖瓦房，房子里的房间越来越多，也有
了新式家具和家用电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乌尼
巴图说。

2015 年，乌尼巴图新建起了 118 平方米的住
房，通电通自来水，像城里人一样住进舒适、宽敞的
大房。在这座水电暖齐备的住房里，电视、电话、冰
箱、太阳能热水器等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民族风格
的室内装饰别具特色。乌尼巴图说，为了孩子上学，
前两年在镇上买了两套楼房，孩子上课期间奶奶陪

读住在城里，假期就回草原上的家生活。
如今，在草原牧区牧户经营旅游业成为一种流

行。2015 年，乌尼巴图也在自家牧场上开办了牧区
生活体验点，并把几栋老房子也利用起来，让旅客们
体验牧区生产生活变化。

“去年，我们家体验点接待了 1000 多位旅客，有
国内大城市来的旅客也有从国外来的旅客，旅游业
收入超过 10 万元。”乌尼巴图难掩兴奋地说。

今年开春，乌尼巴图打算把四处老房子重新装
修和布置一遍，更好地为旅客提供具有时代感的草
原生活体验。他还制作了一张时刻表，从体验挤牛奶
到放牧、饮牲畜，再到制作蒙古传统饮食等，让游客
体验牧民日常生活和生产。

“我经常在电视和网络上看到其他地区是怎样
发展旅游业，有很多值得我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今
年，我还想亲自到南方的旅游城市去体验当地旅游，
学习‘取经’。”乌尼巴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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