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杭州 9 月 26 日电(记者李
平、岳德亮)金秋时节，走进浙江省安
吉县双一村，翠竹漫山遍野，穿村而过
的小溪清澈得可倒映人脸，矗立在小溪
旁边的两份《村规民约》引起了记者的
注意。

看到记者认真观看《村规民约》上的
内容，双一村党总支书记朱学星说，两份

《村规民约》一份是 1983 年制定的，一份
是 2018 年制定。两份《村规民约》虽相差
35 年，但一脉相承爱国爱党、促进乡风
文明、保护生态等内容。其中持续强调生
态保护、与时俱进塑造绿色生活方式是
双一村《村规民约》的重要特色。

在 1983 年《双一大队村规民约》中，
记者看到这样的生态保护内容：“加强山
林管理，节约用竹用木。搞好护笋养竹，
偷挖冬笋、小笋，罚款 1至 10 倍。毛柴不

准出卖送人，公路、村内风景树不得砍
坏。严禁药鱼、炸鱼、丝网捕鱼……”

曾参与制定 1983 年《村规民约》的
村民朱岳明说，新中国成立前，他们村是
一个“烧炭村”，森林覆盖率不到 40%。
可谓远山荒，近山光。新中国成立后，通
过不断植绿种竹等，到上世纪 70 年代
末，全村森林覆盖率达到 70%。

“更重要的是，漫山遍野的翠竹成为
村民们吃饱肚子过上幸福生活的源泉。”
朱岳明说，通过发展竹产业，上世纪 70
年代，双一村村民顿顿吃大米、家家有辆
自行车，村集体还自筹资金建设 140 余
套住房解决部分村民住房难题等。因竹
致富使得竹资源保护顺理成章地写进了
1983 年版的《村规民约》。

转眼到 2000 年以后，随着化肥农药
除草剂使用量的增多，村民们发现穿村

而过的小溪里鱼虾少了，山上的兰花和
杜鹃花枯萎了……为此，一些村民不成
文地约定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使用
量，但村民间局部口头的约定，难以有效
地监督执行。

“我们根据新形势，将‘禁止使用草
甘膦等化学除草剂，在小马坑水资源区
域禁止使用化肥’等内容写进新版的《村
规民约》。”朱学星说，经过几年努力，双
一村实现了农药和除草剂的零使用、化
肥的零增长。

近年来，安吉县在所有农村全面推
广垃圾分类，分好垃圾成为安吉县农民
的新时尚。“为实现高水平生态文明建
设，在原有生态保护内容基础上，2018
年的《村规民约》又新加了‘生活垃圾分
类入桶处理，垃圾不落地’等内容。”双一
村村主任李为民说，通过垃圾分类资源

化利用，全村垃圾总量比过去减少 30%
以上。

利用好山好水资源发展民宿旅游的
村民李训卫说，他们村的《村规民约》因
制定前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修改，制定后
的《村规民约》都能有效地贯彻执行，而
集合村民集体意志的《村规民约》奠定了
双一村绿色发展的基础。

据了解，1983 年制定的《村规民约》
让双一村森林覆盖率提高了 20%，2018
年制定的《村规民约》让双一村迈入了垃
圾精准分类、全村垃圾零增长的新时期。

“绿水青山正转化为金山银山。”朱
学星说，依托竹制品加工、门面出租、乡
村旅游、矿泉水产业等，2019 年双一村
集体收入有望达 330 万元，村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 3 . 8 万元，制度护绿让双一
村民享受着绿色发展的红利。

安吉：村规民约护生态，听取溪声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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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江西萍乡
市湘东区腊市镇明
塘村上官岭山头，累
累油茶果挂满枝头。
“今年产油量预计达
5 万公斤。”曾经的煤
老板、现在的农场主
糜军，用十余年时间
成功走出了一条从
“地下”到“地上”、从
“黑色”到“绿色”的
转型发展之路。

2 0 世纪 9 0 年
代，“从地面上拔起
一棵草，就能带出煤
来”的明塘村发展了
30 多家小煤窑，全村
8 0% 的成年男子都
在挖煤，糜军也加入
了“挖煤大军”，几年
后便有了自己的小
煤窑。

糜军说，挖煤带
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但长期开采也带来
严重的生态破坏：山
上大树被砍光，满眼
黑色；山下小河污浊
不堪，农田荒芜……
还有可怕的矿难，也

不时发生。“那种神经高度紧绷的状态，
是金钱无法安慰的。”糜军说。

2003 年，糜军果断关掉小煤窑。次
年，不挖煤的糜军开始转型种树，不仅
承包 6000 多亩山岭种油茶，还承包 500
多亩农田种植热带水果和花卉苗木，打
造了集观光、采摘、休闲为一体的农业
生态园。生态园先后被评为江西省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江西省 4A 级乡村旅
游点、萍乡市科普示范基地等称号。

“以前挖煤是消耗资源、破坏生态，
现在种树就算是为这块土地作点弥补
吧。”糜军睡上了安稳觉……（袁思东）

“很快就要收割青稞了。”看着家旁
边的青稞地里一片金黄，58 岁的藏族村
民都杰七林一边念叨着，一边穿上印有
“森林巡护”字样的橙色马甲，然后背上
装有望远镜、对讲机、记录本的黑色单肩
包，走出家门，开始巡山。

都杰七林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香格里拉市建塘镇红坡村委会洛茸村民
小组村民，与其他藏族群众一样，他一家
要放牧、种青稞。不一样的是，都杰七林
的家在普达措国家公园内，这让他有了
多重身份：农民、生态护林员及“园民”。

普达措国家公园拥有湖泊湿地、森
林草甸、河谷溪流、珍稀动植物等自然景
观，生态环境保存完好。正是国家公园让
都杰七林转变身份，彻底告别砍树打猎
的生活，成为生态环境的维护者和受
益者。

洛茸村民小组位于普达措国家公园
传统利用区，是一个充满浓郁藏民族文
化风情的原生态村落，全村有 36户 183
人，村民世代沿袭着农耕和放牧传统。如
画的风景和浓郁的风情，起初并未给村

民们带来舒心的生活。
以前，都杰七林与其他村民一样，为

了生计不得不“靠山吃山”，伐木、捕猎在
当时很平常。村民们砍树建房、卖木材、
打猎，一年忙到头，也赚不了多少钱。在
村民眼里，这里山水很美，但生活贫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都杰七林家一年
到头只有 4000 元左右的收入。

由于砍伐森林和捕猎，良好的生态
环境受到影响，森林里的野生动物数量
也不断减少。“那时候麂子、獐子等动物
几乎被打没了。”都杰七林说。

1998 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
程，迪庆州众多林区职工放下了油锯、斧
头，变成种树人、护林员。告别“木头财
政”之后，迪庆州一方面实施了退耕还
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等一批生态环
境治理工程，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这让都杰七林的生活发生了转变。

因紧邻属都湖、碧塔海等景点，村民
们开始靠旅游赚钱。“2000 年至 2005 年
期间，我们自发组织‘牵马游’项目，还在
草甸上卖食品、烧烤，租衣服照相。”都杰
七林说。人马践踏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严
重破坏。

从 2006 年起，当地按照“政府主导、
保护优先、特许经营、社区共荣、社会监
督”的原则，开始探索建设国家公园，并
设立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
区、传统利用区。

“取缔破坏环境的项目后，也要考虑
群众的生计。”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社
区发展科科长和堂说，村民退出景区内
的烧烤、摆摊、骑马等经营活动，公园给
村民发“补助”，特许经营公司开始对公
园涉及的各村组村民按不同标准进行生
态反哺。除反哺资金，公司还优先聘请园

内村民，并实施相关帮扶举措。
前不久，都杰七林一家 7 口人按照

相关标准领到了上一年度的反哺资金 5
万多元，这让他很高兴。儿子在园区里当
保安月收入 3000 多元；妻子去年轮值当
清洁工月收入 2000 元；自己当护林员每
月有 2000 多元，家里还有 25 头牦牛、
15 亩地……面对记者，他掰着指头算起
了去年的收入，总数已超过 10 万元了。

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和松
青说，生态反哺这一模式不仅让社区群
众增加了经济收入，也提高了他们保护
生态的意识，原来偷伐滥伐的人现在主
动担任护林员。

如今，都杰七林家里的藏式房屋、山
林草场、马匹牦牛，甚至放牧、种植等生
产生活方式都是游客可以体验的“景
点”。

“环境越来越好，收入也不断提高。”
都杰七林面带微笑说，自己一家人在国
家公园里种地放牧，护林保护环境，还在
公园里“上班”，日子美得很。

相比其他身份，都杰七林特别钟爱
护林员工作。雨季时一个月巡山 20 天，
旱季时一个月巡山 25 天，他都按要求完
成工作。他的记录本上记录着每次巡山
和宣传政策的情况，特别是近几个月，发
现野鸭、麂子、野兔、獐子等动物时，他都
写明地点和数量。

“现在巡山经常能碰到野生动物成
群结队在林子里行走，以前几乎绝迹的
动物也出现了，数量还不少。”都杰七林
说，不打猎不砍树，山越来越绿，水越来
越清，山水要一直保护下去，让后代也能
享受到。

（记者王长山、姚兵、魏玉坤、杨静）
据新华社昆明电

护林员·农民·“园民”
普达措国家公园生态反哺百姓

▲在江西省万安县田北村，画师带着学生一起写生（ 9 月 24 日摄）。近年来，江西省万安县传承发展民间艺术，深入挖
掘农民画文化精髓，传承地方文化记忆，留下美丽乡愁，通过“文旅融合”，把农民画作为农民致富、推进“旅游兴县”的特色
产业进行重点打造。在万安县田北村，家家户户的墙体上都绘制了大大小小的农民画墙绘，这些乡土气息浓厚的绘画作品
吸引了许多来自城市的游客驻足欣赏，已经成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以画为媒，勾勒乡村振兴“田园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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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亲们眼中，村民蜜波四最近有
点“不务正业”，不好好种地，而是忙着接
待摄影师，并引导他们到自家的鸟塘拍
鸟，还满脸笑容地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新
身份——“塘主”。

蜜波四是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泸水市鲁掌镇三河村村民，生活在险峻
壮美的怒江大峡谷中。过去，他和许多村
民一样，为建房和烧柴不得不上山砍树，
那时看见小鸟，便用弹弓打下来，做盘中
餐。现在，他变成了爱鸟人、护鸟人。和他
一样，许多村民也纷纷干起了以前没有
的“生态行当”。

一直以来，大峡谷面临着发展空间
狭小、自然灾害频繁、可耕地面积少、土
地承载力低等难题。为此，怒江州探寻如
何念好“山字经”，唱活“林草戏”，统筹推
进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这为蜜波四等
村民们的转型创造了条件。

三河村山高林密，野生鸟类种类丰
富。怒江林农科技开发公司去年尝试在
此搭建 2 个示范观鸟点，吸引摄影爱好
者在棚内隐蔽拍鸟。看到示范效果不错，

怒江州科技局便选派人员到三河村助
推观鸟经济，评估环境容量后，设置
15 个观鸟点。

“搞拍鸟观鸟产业在怒江大峡谷
还是件新鲜事，这是三河村发展的新
开始。”怒江州科技局科技特派员张朝
江全程参与了“鸟塘”项目，见证了蜜
波四等 10 多名村民成为“塘主”的
过程。

“塘主”的主要职责就是爱护林中
的鸟类，为鸟类提供流动的饮水水源
和适量食物，并为摄影爱好者提供搬
运、送饭等服务。在服务摄影爱好者拍
鸟工作中，“塘主”可获 30 元机位费及
送饭等服务的收入。摄影爱好者还需
支付 20 元的扶贫车间滚动发展资金，
10 元的爱鸟协会管理费用。

2 片黑色遮阳网、8 个拍鸟窗口、
8 张椅子……蜜波四的鸟塘就建在家
门口。去年底至今，鸟塘给他带来了
5000 多元的收入，已超过他种地耕田
的收益。他说，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鸟
也越来越多，这些鸟类照片既展示家
乡的美好生态，也提醒我们要保护好
环境。

“塘主”护鸟是怒江州实施生态保
护的一个缩影。怒江州扶贫办副主任
茶凌云介绍，怒江积极探索推广“生态
护林员+”模式，有效带动了 5 万多贫
困人口稳定增收脱贫。同时，怒江州结
合基层生态实际，依托良好的生态资
源，做大“生态蛋糕”。

在传统怒族村落福贡县匹河乡老
姆登村，51 岁的怒族村民李小荣是村
民眼中的“风云人物”，他开了一家老
姆登客栈，吃上了旅游饭。

李小荣 1984 年便开始在村里跑

运输拉木材，森林被砍伐破坏后的场
景至今记忆犹新。“上世纪末，国家加
大生态保护力度，禁止滥砍滥伐，我就
把重心放在运输其他货物上面。”
他说。

随着保护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当
地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不断好转，这也
吸引了外地游客来到老姆登村游览。
起初，游客只能住在村民传统的卫生
条件不好的“千脚楼”里，旅游体验较
差。村民从中看到商机，10 多户群众
陆续开起了客栈，旅游旺季时，客栈一
房难求。2014 年，李小荣也改造自家
房屋，开客栈接待游客。

进村的游客说，来这么偏远的山
村就是因为这里的高山云海及独特的
怒族文化。这令李小荣等村民们认识
到，绿水青山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保
护好生态环境才能有钱赚。

“生态环境好才有好茶叶。”在旅
游业的带动下，村里的茶叶也受到游
客青睐。如今，全村茶园种植面积从
60 余亩发展到目前的 3600 亩，年产
值 300 余万元。

“我们家 70% 的茶叶都被游客买
走了。”种茶叶 30 多年的和大林满脸
兴奋地说，生态茶叶受欢迎，现在最贵
的一斤茶叶能卖 2000 元，过去茶叶只
能在周边乡镇销售，价格也起不来。

“村民们干起了‘塘主’、开客栈搞
旅游、卖生态茶叶，这些转型后的行当
都是从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受利，生态
价值突显的背后是生态保护的成效。”
怒江州林草局项目办负责人和春庭
说，群众行动起来保护自然、保护生
态，并从中享受生态的回馈。（记者
王长山、杨静、姚兵）新华社昆明电

“塘主”·“栈主”·茶商
怒江大峡谷兴起“生态行当”

▲在普达措国家公园内，洛茸
村民小组村民在赶牛（ 9 月 16 日
摄）。 新华社记者张誉东摄

▲茶农李二才（左）在茶山上采
摘生态茶叶（9 月 16 日摄）。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本报记者崔璐

乡土人才是乡村振兴的
“金种子”，是带领群众致富的
“领头雁”。在江西，重视培育乡
土人才、引乡贤回家、搭建乡土
人才干事创业平台，正成为多
地助力乡村振兴的抓手。

乡村代有才人出

乡村“待”有才人出，是乡
村振兴发展的“集体呼唤”。如
今，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越
来越多的乡土人才走向乡村发
展前沿。

“85 后”小伙儿戴隆斌，被
当地人称作“江西机王”。开着
拖拉机在田地里玩“漂移”，牵
头组建奉新县隆斌农机专业合
作社，建粮仓、机库棚、育秧生
产车间……短短几年间，合作
社服务面积已达 4000 余亩。

越来越多像戴隆斌这样的
年轻人投身乡村，找到价值所
在。“80 后”宜丰县新庄镇小伙
子姚慧峰也是其中之一。放弃
北京年薪 20 多万元的工作后，
姚慧峰回到家乡南垣村，探索
生态水稻种植方式和新型销售
模式。花暖农人径，稻香南垣
村。姚慧峰带领全村把生态水
稻卖到全国。

“高知农人”投身乡村振兴
不再是新鲜事。头顶“硕士帽”
的周晓珍是一位“高知识”新农
人。八年前，周晓珍回到家乡湖
口县凰村乡四官村创业，以互
联网思维，成立农夫农生态园、
农夫农电商中心，搞起网络直
播，策划湖口乡音文化节、太极
文化节、“豆耙”节，让农产品不
愁销，也火了小乡村。

在许多乡村，乡土人才是
村集体经济发展方向的“领航
人”。西湖区桃花镇是地处南昌
市中心城区的乡镇，在土地被
收储、农民变市民后，桃花镇桃
花一村的村干部集体决策，提
出“跳出一村、发展一村”，在南
昌其他县区购置土地建起产业
园区，开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村集体
经济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不拘一格“育”人才

让乡土人才“香”起来，需要因地
制宜出政策、优环境。多地在“眼光朝
上”吸引高科技人才的同时，也注重培
育乡土人才，创造条件给人才发挥作
为的空间。

南昌县在全县高校毕业生中选聘
农村社会工作人才到村工作，至 2020
年实现全县 264 个村一村一名农村社
会工作人才，以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该
县财政计划每年投入不少于 1200 万
元用于此项工作。

在上高县，院士专家到合作社指
导农业生产一度成为当地农民关注的
“焦点”。“没想到院士和专家能到这里

做客。”上高汇农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说，今年中国科学院
院士谢联辉教授、谢华安教授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洪程教授
相继来到该合作社调研指导。
此外，在当地政府推动下，该合
作社还与浙江大学、江西农大
等高校开展校社合作，一些博
士研究生团队来此开展实习和
科研项目。

有着“博士县”之称的玉山
县，建立起“玉山籍在外人才资
源库”，打通人才与家乡的双向
服务通道，一些在外人才有了
服务家乡的平台。比如，通过玉
山县京津冀博士服务中心，博
士林克剑多次带领团队，为家
乡打造旅游风情小镇出谋
划策。

引人才更要育人才。瑞昌
市成立培训中心，按照农民“点
餐”、专家“掌勺”、政府“买单”，
实施“专家授课＋课堂培训＋
基地实训＋创业指导＋扶持政
策＋新型职业农民”的精准培
育，集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
策扶持、跟踪服务全程化于一
体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引领振兴大有可为

村景因人而变，乡村因人
而兴。新建区溪霞镇仙里新支
村，原本是个“空心村”，村子内
外杂草丛生。在一批“卖风景”
的年轻人进驻后，这里变成了
“忘忧”文化为主题的精品民
宿，昔日破败的旧村落，摇身变
成乡村的“世外桃源”。在乡村
振兴战略带动下，新建区乡村
生态更美，乡愁更浓，“风景变
钱景”也让村民口袋更富。

走进北京大学宽禁带半导
体研究中心高安研究院创办的
植物工厂，运用光照生产的蔬
菜长势喜人。作为该工厂的科
研人员，吴娇正为当初自己回
到家乡、协助创办植物工厂而
庆幸。该工厂通过 LED 照明、
智能控制与无土栽培等技术，
生产绿色、优质、高产农产品，

大大提高当地农产品的生产效率。
在分宜县乡土人才陈小红带动

下，该县的麒麟西瓜产业持续红火 16
年。在自己摸索出种植技术、销路后，
他和当地村民一起成立麒麟西瓜协会
和红阳西瓜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凤
扬”牌西瓜商标，形成产供销完整产
业链。

合作共赢更有奔头。樟树市吴城
乡塘下村引入民间资本组建中药材种
植合作社，引进的公司、村委会、农户
三方各司其职参与到产销流程与服务
中，再按 4 ∶ 1 ∶ 5 的比例分红收益。
初步测算，农户户均增收上万元，合作
社一年分红约 30 万元，可实现公司、
农户、村集体三方共赢。

从破旧村落到乡愁民宿村，从传
统耕作到新技术种养，从各自为战到
合作共赢，在人才带动下，江西乡村振
兴路正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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