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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1 月 27 日电(记者孙波、沈虹
冰、陈晨)站在村里“千山茶园”顶端的凉亭上，
遥望满是积雪的大巴山鹰嘴岩景区，一列西安
至成都的白色高铁从山麓飞驰而过，当了 30 年
村干部的王兴强幸福地笑了。

王兴强家住陕西省宁强县肖家坝村，村子
当年在“5·12”地震中遭受重创。10 年后，一排
排精致的民居、3000 多亩整齐碧绿的有机茶园
出现在肖家坝村。

“村里原来不产茶，现在我们的茶叶 1 斤最
高卖到了 2000 多元。”王兴强说。

过去，秦巴山区深处的肖家坝村因“六沟七
梁”的环境极大制约了村里的产业发展，村民想
吃上一口饱饭都难，是四里八乡出了名的穷山
沟。

村支书王兴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我们
这里前头是山，后头还是山。以前学别人种过元
胡、天麻，效果都不行，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在这

山里头要搞出点名堂，难呢！”
带动村民摆脱“穷帽子”，成为压在王兴

强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王兴强大胆跨出了第一步。他从省里请

来专家前来调研，专家认为肖家坝的土壤、年
平均降水量、温湿度等能够满足优质绿茶的
生长条件，丘陵地势也有利于保证茶叶的光
合作用。

王兴强兴冲冲地召开动员会，但没想到
村民们不配合。“不搞茶叶，政府也有补贴，搞
了茶叶，万一又塌火(失败)了咋整？”“地里种
上了茶叶，人吃啥？”……

“说实话，这是条新路，能不能带动群众
干成，当时心里也没底。但我还是想试一试，
于是就把党员组织起来先干。”王兴强回忆。

前后两个月时间，王兴强泡在了苗木市
场和田地里，带领党支部一班人干了起来，一
方 8 亩地的“党员试验田”率先开张了。

然而，一场虫害带来致命一击。
“当时到田里挨个看，心情跌落到了低

谷。”沮丧的王兴强请来专家查虫害、分析原
因。经过抢救，8 亩茶园只有 2 亩勉强存活。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光有脱贫的激情远
远不够，缺乏技术的冒进终将是无的放矢。”
王兴强说。此后，村子的发展得到了镇里的帮
助，多名茶叶专家长驻肖家坝，监护“党员试
验田”的成长。

丰收了！第二年春天，王兴强带着党员，
挨家挨户给村民送茶叶，群众品尝到清香的
新茶，脸上露出向往。

村民开始喝茶、谈茶、学茶道，争相到“试
验田”参观。王兴强趁热打铁，邀请市里、县里
的领导及茶厂代表到村里品鉴新茶，肖家坝
空前热闹起来。

王兴强开始了他的第二步，铺开“茶事”。
“家里有土地的，可以流转土地，村里给

每亩付流转金 3000 元。家里没地的，村里提
供优先就业机会。”王兴强一动员，就有 39 户
村民拿出土地参加流转。

“有土地流转金做保底，家里人的生活就
有了保障，其他事就可以甩开手干了。”王兴
强说。

乡亲们的热情投入，让王兴强迈开第三
步：成立合作社，创立村里的品牌。他带领村
两委班子奔波于各大茶厂寻找合作，最终选
定与县里的一家茶厂进行合作。

如今的肖家坝，已经有了总面积 3000
多亩的 4 个高端有机茶园。村里又将茶园观
光、九台山景区和几个水库连接起来发展旅
游业，肖家坝一下成了宁强县旅游的“香饽
饽”。王兴强又琢磨如何打造特色茶叶小
镇。

“我们作为村干部，就是要落实党的部
署，将党的形象塑造在每件事上，落到集体发
展和致富上。”王兴强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村里面貌大变，100 多户脱了贫，另有 60 户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在茶厂务工。除了土地
分红，每年在茶厂务工的村民最多的可以领
到 1 万多元工资，村里也被农业农村部授予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随着西成高铁通车从村前经过，王兴强
的“茶事”也开始提速：利用苏陕协作开展农
产品加工商贸合作，销售村里的土特产；和西
安大唐西市合作规划“氐羌田园”综合体；围
绕“六沟七梁”规划“一带六谷四堂”文旅项
目……

乡村振兴战略

新华社贵阳 1 月 26 日电
(记者李惊亚)坐在家里就能看
星星、晒太阳；冬天，人在屋中
坐，冷风穿堂过……贵州省级
极贫乡镇盘州市保基苗族彝族
乡陆家寨村贫困户伍文刚住的
房子，过去屋顶是坏的。经过危
房改造后，这个寒冬任外面冰
天雪地，他在家烤着火炉，屋里
暖融融的。

像伍文刚一样，目前贵州
已有 330 万户山区群众从农村
危房改造政策中受益，千万群
众实现“安居梦”。

330 万户深山贫

困群众“居有所安”

黎平县肇兴镇纪堂侗寨贫
困户陆平友和女儿住的木屋年
久失修，外面下大雨屋里“漏小
雨”。2017 年，县住建部门鉴定
他的住房属于国家 C1 级危
房，政府补助 1 . 5 万元，陆平
友自筹 5000 元，加固改造后的
老房子焕然一新。

2008 年，贵州遭遇百年不
遇的雪凝灾害，农村房屋倒塌、
损坏严重，为改善困难群众住
房条件，贵州在全国率先推进
农村危房改造。2017 年开始，
针对农村长期存在人畜混居，
厨房和厕所卫生状况差等问
题，贵州同步推进“改厨、改厕、
改圈”，保障农户基本卫生健康条件。

三穗县台烈镇小台烈村苗族贫困户邰昌陆过去住的危
房里，厕所是木板搭起来的露天旱厕，煮饭和煮猪食共用
一个土灶台。政府补助他 3 . 5 万元拆除重建的新房里，
安装了冲水马桶，通了自来水，屋外是猪圈，干净又方
便。

“ 11 年来，已有 330 万户山区群众从农危改政策中
受益。”贵州省住建厅厅长宋晓路说，贵州作为全国首个
农危改试点省份，任务量占全国的 12% 。这些年来，通
过分批次、分重点推进农危改工作，群众就地得到住房安
全保障。

“小房子”牵动“大神经”

贵定县金南街道办事处主任杨光荣 2018 年领回两张
奖状，一张“蜗牛奖”，一张“冲锋奖”。在当年 5 月份全县的
暗访抽查中，金南街道胜利村农危改工作进度严重滞后，街
道党工委书记在全县大会上被颁发“蜗牛奖”。

当晚，街道办脱贫攻坚指挥所便会同县住建部门开研
判会，胜利村 40 多名干部、网格员分成 5 个工作组，不分昼
夜深入全村未改造的危改户家中。半个月时间，剩下的 17
户危改户全部开工。

当年 9 月，在全县农危改工作阶段性检查中，金南街道
排名第二，不仅如期摘掉“黄牌警告”，杨光荣还上台捧回了
“冲锋奖”。

不止贵定县想出各种“招数”推进工作。在余庆县，通过
乡镇书记、镇长、危改办主任联席会议，对全县拆除重建户
集中评审，组织村民代表集中评议维修加固补助标准，杜绝
优亲厚友等现象；在三穗县，以乡镇为单位开展拉网式排
查，建立贫困户需求台账，逐户制定工作方案、确定改造内
容和改造方式、确定完工时间……

贵州省住建厅村庄处负责人鲁长亮说，贵州全面实行
“五主体、四到场”制度，乡镇规划建设机构、国土资源机构、
村委会、承建人、建房人五方主体，建筑放样到场、基槽验收
到场、主体封顶到场、竣工验收到场，确保农房工程质量；贵
州投入建设的“农危改工程信息系统”，已查找问题数据 3
万多条并督促整改。

“地毯式”排查，争取“零死角、无遗漏”

宋晓路说，2017 年，贵州启动农危改对象核实工作，对
存量危房逐一排查确认，制定了《贵州省农危房改造三年行
动计划》，确定 2018 年率先完成 4 类重点对象和深度贫困
地区农危房改造，到 2019 年底，51 . 38 万户存量危房改造
全面完成。

近年来，贵州组织培训 1 万名农村建筑工匠带头人，建
立了以建筑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为主的 100 名农危改质量
安全专家库，1 名专家技术指导 1 个县。

贵定县建筑工匠罗亭云两次参加县里培训，承接了不
少农危改工程。他说：“我学会木工、泥水工、捡瓦，活路做得
更好了，以后还想去外面接工程。”

2018 年 8 月，贵州省按照“省级指导、市州统筹、县级
主责”原则，以房屋“顶不漏雨、壁不透风、门窗完好”为整治
目标，排查出农村老旧住房近 30 万户，到 2020 年底前，将
全面消除其透风漏雨现象。

“危房改造和老旧住房整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下
一步，我们将做好危房动态管理，发现一户，治理一户，确保
农村住房安全的长久性。”宋晓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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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1 月 26 日电(魏一骏、许文峰)
“铁路通了，我们生活也像飞驰的高铁一样，变
化越来越快，过得越来越好！”浙江淳安县美客
爱途民宿创客方建军喜滋滋地说。

2018 年 12 月 25 日，杭黄高铁正式开通
运营，打通了浙西至皖南山水相隔的天堑，串
起了杭州西湖、淳安千岛湖、安徽黄山等诸多
名山秀水，也给沿线地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
动力。

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统计，截
至 1 月 24 日，杭黄高铁开通运营满月，共发送
旅客 75 . 4 万人次，日均发送人次达 2 . 43 万。

“杭黄高铁途经的桐庐、建德、淳安等地自

古以来就风景秀美，在没通高铁前，游客大多
采取自驾的方式前往。”方建军说，而高铁带
来的客流“井喷效应”，让自己民宿的客流同
比增长了 30% 以上。

为方便旅客搭乘这条“黄金旅游线”，铁
路部门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36 对，在运行时间
内平均每 14 分钟一趟。列车运行时间分布在
早上 6时 11 分至 23时 07 分，提升了旅客安
排出行的自主性。

杭黄高铁不仅大大压缩了杭州至黄山间
的时空距离，将浙皖之间原本散落的人文与
自然景观“串珠成链”，也悄然推动着浙西皖
南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

在上海创业的淳安人王先生回忆，以前
回家，自己需要从上海乘高铁到杭州，再从杭
州坐两个多小时大巴，如遇天气不好、节假日
还容易堵车。“现在乘高铁回家全程只要 2 小
时，一般上车后给老妈打个电话，到家后爸妈
正好做完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等我和孩子，
我现在每月至少乘高铁回家 1 次。”

高铁修到家门口，人们“走出去”的路更
加方便舒适。更多的建德当地民众往返杭州、
上海、宁波、黄山，有旅游的、务工的、看病的、
进货的……成为今年建德春运外出的新客
源。

“高铁开通以来，建德通过高铁出行的民

众超过 6 万人次，日均 2000 人左右，预计元
宵节后外出客流将更多。”建德火车站党总支
书记陈侃说。

据统计，杭黄高铁让沿线城市牵手全国
超过 70 个城市，与我国西北、华北、华东、华
南等地区实现互通，千岛湖的客源范围辐射
到北京、武汉、厦门、济南等地。

“目前在千岛湖站停靠的高铁列车有 50
趟左右，可通达全国几十个城市，开行的始发
列车就有 6 趟。”淳安县千岛湖金色假日旅行
社总经理吴俊说，“即便现在还是旅游淡季，
客流同比增长就达到 30%左右，因此春暖花
开时，我有理由也有信心憧憬更多。”

“高铁通了，我们的生活也‘飞驰’起来”
杭黄高铁将浙皖间人文与自然景观“串珠成链”，推动浙西皖南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新华社南昌 1 月 26 日
电(记者姚子云)“一亩雷竹
十亩粮，二亩雷竹上学堂，三
亩雷竹娶婆娘，四亩雷竹盖
新房。”这首顺口溜在江西万
年县老少皆知。

上世纪 90 年代，同村的
浙江移民拉住吴大坤，把一
根竹鞭塞到他手里说：“这东
西宝贝哩，种下去能长出金
子。”从一根竹鞭，到如今超
4 万亩的竹海。一亩年纯收
入过万元，雷竹已成为当地
村民的“聚宝盆”。

起初，不起眼的雷竹并
不被看好。

52 岁的吴大坤是万年
县大源镇山背村人，当年拔
了药材种雷竹，村民都认为
他是“呆子”。“这么好的地种
竹子，恐怕是要开花哦！”

有一年春节前，吴大坤
扛着麻袋去了浙江诸暨。他
回来后阔绰地给全家添了新
衣。

村民们从他妻子口中得
知，麻袋里是笋，吴大坤扛着
去卖了后，赚够车票钱，还揣

回好几张大钞票。
这下村民们坐不住了，都想试试“螃蟹”的

味道。
吴大坤无保留地送竹苗，教种植方法。村子

里种雷竹的风吹开了。县里也积极推广，种植面
积逐步扩大。

万年的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交通不便、结
款时间长却让村民们有点“扛”不住。“雷竹笋要
吃‘鲜’，运输讲究快。肩挑背扛搬下山，坐完汽车
转火车，就怕鲜笋生生耗成干笋。”吴大坤回忆
说，采摘和运输像打仗一样。“笋发过去后，要等
好几个月，货款才能到手。种竹笋时盼丰产，丰
产后愁销路，销完愁回款，全年都在愁。”吴大坤
的“学生”胡爱国说。

在万年县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中，雷竹笋产
业配套逐步完善。

“为了‘锁’住雷竹笋的鲜，政府补贴建起冷
库，仅大源镇就有 20 多个；改善交通，雷竹笋快
速从地里搬上餐桌。”山背村第一书记王文星
说。

货款回笼慢，就组建合作社，形成规模效
应，提高种植户话语权。“原来货找人，现在人上
门找货。”大源镇稻源合作社负责人刘全明说，
合作社统一提供技术指导，互通价格信息，建立
生产销售规范。

如今万年的雷竹笋产业链进一步发展，笋
干、笋罐头……一些加工产品走向市场，有效带
动当地贫困户脱贫增收。

新华社天津 1 月 27 日电(记者黄江林、
张宇琪、宋瑞)隆冬时节，从 104 国道经过天
津市西青区辛口镇，车主们往往都会放慢车
速，将目光投向道路两旁成箱堆砌的萝卜和
硕大的萝卜广告牌，有的人则干脆停下车一
探究竟。吸引他们注意的正是当地特色农产
品沙窝萝卜。

在路人眼里，这萝卜吃起来甜辣适口、水
分充足，堪比水果。可在辛口镇小沙窝村村民
郭芝振看来，“它可是让我们不少人过上好日
子的宝贝。”

沙窝萝卜因原产自小沙窝村一带而得
名，这里的蒙金土上沙下粘，在运河水的滋润
下，产出的萝卜又脆又甜，有着“赛鸭梨”的美
誉。但在上百年的种植历史中，郭芝振所说的
“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也就是近些年的事。

郭芝振是远近闻名的萝卜大户。他创办
的合作社 2018 年卖出 100 多万斤沙窝萝卜，
总销售额达 400 多万元。“今年还会卖更多。”
郭芝振望着自家大棚里绿油油的一片难掩喜
悦之情。

同样是绿油油的一片，2005 年地里的情
景却让他高兴不起来，那时村里 80% 的大棚
都种萝卜，“东西都一样，就销往周边，整天发

愁怎么卖出去。”
这样的局面持续了两年，郭芝振终于意

识到，“不能再单打独斗，必须‘抱团取暖’，要
在提升萝卜品质和开拓销路上下功夫。”

2007 年，郭芝振联合 7 位村民成立专业
合作社，形成统一的生产、加工、包装、销售模
式。同时，在周边区域已经“消化”不了村里的
萝卜产量的情况下，他想到了一个新点子：在
博客上卖萝卜。

“我把萝卜选籽、种植、出棚和鉴别的照
片都发到了博客上，还留了联系方式。”就这
样郭芝振用“一指禅”把萝卜敲上网，还意外
地等到了订单，从此一发不可收。

萝卜畅销，合作社壮大，到现在合作社
已吸引 50 多户农民加入，总计承包了 200
多亩地，他们实行标准化生产并建立起销售
中心。

合作社的老社员李庆三说：“在合作社，
我只需要把萝卜种好，销售不用操心，一年下
来，能赚十几万，年底还拿分红。”

2016 年，郭芝振还率先在村里尝试种植
新品种的萝卜。参与技术指导的天津科润蔬
菜研究所专家刘晓晖介绍，每年研究所会组
织专家到村里与农户沟通栽培管理、病虫防

治、品质提升等方面的问题，免费进行种植
指导。

“国家重视我们农业生产，建设大棚的
资金政府替我们出了大部分，种萝卜还有
育苗补贴，一亩地能节省两三千元。”郭芝
振说。

如今小沙窝村一共有农业合作社 32
家，覆盖了近半数的农户。“各级党委政府
下大力气帮我们做宣传，根本不愁卖。”小
沙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冯元洪告
诉记者，今年萝卜价格每斤大约涨了两元，
算下来村里人均增收近 8 千元。

当地镇政府在品牌建设方面也做足了
功课。辛口镇积极推进沙窝萝卜绿色、有机
认证，成立产销协会，使沙窝萝卜的专业化
种植和市场化运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忙碌的郭芝振已经年过半百，可他并
没有打算停下脚步。“现在国家在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镇上也在下功夫规划建设
‘沙窝萝卜特色小镇’，以后萝卜产业肯定还
会壮大。”他满怀信心地表示，将来要把合
作社的土地进行整合，统一规划建设大棚，
搞机械化种植，还要发展旅游观光和采摘
项目。

贵州省按照“省

级指导、市州统筹、县

级主责”原则，以房屋

“顶 不 漏 雨 、壁 不 透

风、门窗完好”为整治

目标 ，排查出农村老

旧住房近 30 万户，到

2020 年底前，将全面

消除其透风漏雨现象

目 前 贵 州 已 有

330 万户山区群众从

农村危房改造政策中

受益 ，千万群众实现

“安居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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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算“萝卜账”，种出“金萝卜”

 1 月 23 日，游客在位

于滑石村的滑石寨景区内游

览。

近年来，重庆市梁平区

金带镇滑石村以“农文旅融

合发展”为重点推进产业振

兴，以治污、保洁、改厕、美化

为重点推进生态振兴，并引

进乡村规划师进行科学合理

的乡村振兴规划，改善了农

村人居环境，农民的幸福感、

获得感不断提升。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农文旅融合”

促乡村振兴

村里成了示范村，老支书琢磨起新“茶事”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