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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1 年 4 月 2 日 星期五
关注·乡村振兴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范帆、周密、郭
丰庆）春耕时节，农事渐忙，记者来到江
西省万年县，探寻这里水稻发展的历史
与现状。
　　一次考古，让人类稻作历史推移
到 12000 年前。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东南岸的
江西省万年县，河网密布、农田肥沃，
自古就是粮食产区，水稻种植历史
悠久。
　　在万年县境内的大源盆地西北
端，垂直陡立的山崖下隐藏着一个天
然洞穴。这里是中国当代考古学上一
处 著 名 的 新 石 器 时 代 早 期 洞 穴 遗
址——— 仙人洞遗址。
　　 20 世纪 90 年代，中美联合考古
队在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
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时，发现了距今
12000 年前的人工栽培稻植硅石，这
是现今所知世界上年代较早的栽培稻
遗存之一，由此将世界稻作起源时间
由 7000 年前推移到 12000 年前。

　　参与当时考古发掘工作的万年县博物馆原馆长王炳万
告诉记者，在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还发现了石磨盘、
穿孔器、蚌镰等工具，其中石磨盘是用于稻谷脱粒，蚌镰则
是将蚌器的刃部打磨出均匀的缺口，相当于现在用于收割
的镰刀。
　　曾任江西省博物馆名誉馆长的彭适凡告诉记者，在万年
县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层，发现了
丰富的野生稻植硅石和栽培稻植硅石，这说明在距今 12000
多年前的先民已经开始人工种植水稻，同时采集野生稻，昭示
了这里是世界稻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万年稻作文化是人类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
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遗产。”彭适凡说。
　　农业科技进步带来粮食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春意渐浓，农时催人。万年县志鸣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胡风胜正在工厂化育秧车间里忙碌着。他告诉记者，得
益于工厂化育秧技术的推广运用，现在工人只要将秧盘搬
上流水线，撒种、覆土、浇水等育秧工序通过机器就能自动
完成，最后再将秧苗移至恒温大棚进行催芽，不仅节省时间
和人力，缩短育秧周期，出秧量也是传统育秧的好几倍。

本报记者魏董华

　　乡村振兴路怎么走？如何突破人才、
资源禀赋、信息不对称等发展瓶颈？记者
在浙江省台州市采访发现，当地从 2018
年开始，基于全域流转、五村联片、飞地抱
团等经验，全面推行全域党建联盟引领“乡
村组团式”发展，走出了一条资源共享、产
业协作、信息互通、优势互补的乡村共同致
富路。
　　在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下辖的小
稠村、山童村、凉溪村、东明村、下庄卢新村
等 5 个毗连村子摆出“五虎阵”，成立“五
村连片”综合党委，让这 5 个村的村干部
聚合在一起，共同商议如何错位发展，让各
村的特色更“特”、长处更“长”。
　　比如，小稠村专注于打造专属的枇杷
IP“小稠枇杷”。60 岁的小稠村村民任建
荣 20 多岁就开始种枇杷，40 多年的种植
经验让他成为村里有名的“枇杷大王”。7
年前，他牵头创办了当地果品专业合作社，

聘请省农科院专家作技术顾问，从事枇杷、
杨梅、柑橘等批发零售，年均销售额可达
100 余万元。
　　现如今，村里 500 多户村民几乎家家
种枇杷。枇杷销售和深加工收入占全村农
业总收入 70% 以上，年产值更是达到了
2000 多万元。满身是宝的枇杷，成了带
领村民致富的甜蜜果。
　　村民说，跟以前相比，现在枇杷品质更
好了，销路更广了，村书记更是亲自上阵直
播带货，除了销往全国各地甚至还接到了
国外订单，“小稠枇杷”还带火了相邻村庄
的民宿和旅游业。
　　小稠村党总支书记邱明生说，通过五
个村党组织的沟通联系，片区内各村发展
共谋、事务共商、资源共享、产业集成，有的
发展山区旅游资源，有的搞农家乐民宿，发
展路径不同却又彼此互补。
　　走进路桥区新桥镇新兴村铭溢客现代
智慧农业综合体，阵阵沁人心脾的果蔬清
香扑面而来。综合体番茄种植工厂内，在

专属 LED 补光灯的照耀下，智能水肥一体
化灌溉设备每日为千禧、玉女等品种的番
茄精准施肥、浇水。
　　凭借智能化生长环境，这里生产的优
质番茄可全年采收，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高架无土栽培、绿色种植、独创液体菌种技
术……科技创新催生的强大生产力无处
不在。
　　铭溢客现代智慧农业综合体能成功引
进落地在新桥镇新兴村，也是新桥镇多村
连片开发的成果。
  三年前，该镇将新兴村、田际村、长泾
村等周边 7 个村社整合建立党建联盟，通
过党建引领，统一规划基建、统一土地流
转、统一项目招引，建成了“稻香果园”田园
综合体，目前，综合体区域内新增各类投资
1.5 亿元。
　　 2018 年以来，路桥全域共组建 8 个
片区化党建联盟，各片区基于实际情况形
成“列阵”，聚力特色产业，从“村自为战”走
向“全域特战”，放大招谋发展。不到 3 年

时间，推动落地项目 38 个，吸纳带动 47
个村（社），其中 27 个村的村集体经济
年收入已突破 1000 万元。
　　数据显示，10 年间，路桥区村级集
体经济年总收入从 2010 年的 4.91 亿
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11.52 亿元，年经
营性收入从 2010 年 2.39 亿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9.04 亿元。
　　台州市路桥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范卫东说，全域党建联盟引领“乡村组团
式”发展模式，和之前的强村发展模式相
比，“乡村组团式”发展能够全面带动高
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村级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激
活党员干部的干事活力显得尤为关键。
记者还了解到，路桥区还开展“党建引
领·村村竞赛”，以一村一项目进行竞赛，
通过共性项目和个性项目的评比，促进
基层干部干事创业，实实在在解决了一
批难题、推动了发展，助力打造千 村
千面。

台州：以全域党建联盟点燃乡村振兴引擎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王晓曈、王全超）
在重庆市潼南区双江镇管店村的花椒种植
基地，刘英挥着锄头清理花椒树周围的杂
草，不时停下来翻动叶片，检查作物是否有
滋生病虫害的苗头。
　　 45 岁的刘英虽然是地道的农民，也
一直有承包地，但她去年才第一次开始种
地。那时候，双江镇成立了由 21 个村（社
区）组建的重庆联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家
里的土地在公司入了股，她才有了种地的
热情。“现在种一天地收入 60 元钱，一个
月就有 1500 多元收入，比以前强多了。”
刘英说。
　　刘英一边种地，一边照看小儿子上学，
丈夫和大儿子赚的钱，足够一家人舒舒服
服地生活。对她来说，与之前在外打工相

比，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生活在
一起。
　　作为以土地入股的“股民”，刘英对庄
稼悉心照料。“花椒种得越好，卖的钱越多，
我分红越多。”她说。有一次，刘英在干活
的时候发现，花椒叶片下面长出了黑色斑
点。没什么种植经验的她急忙拨通了重庆
联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张升平的电
话，张升平很快赶过来，确认了病虫害的种
类，帮助她解决了问题。
　　张升平说，新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能
吸引当地劳动力，也能通过引进专业技术
人才“授人以渔”，将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种
植经验带给老百姓。
　　重庆联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以
来，致力于探索“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模式，双江镇全镇
21 个村（社区）抱团发展，培育起花椒、
南瓜、南高梅等产业。
　　新集体经济促进了乡村振兴，也引回
了很多在外打拼的游子。在离开家的第
18 个年头，33 岁的管店村村民全清杰带
着打工赚的钱回到村里。“小时候走在家
乡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走一步就沾到
一脚的泥。”全清杰回忆说，“现在公路村
村通、户户通，给我们年轻人的机会也越
来越多了。”家乡的变化，激发了他建设家
园的信心。
　　虽然从未干过农活，但在推动新集
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全清杰也开始种
地了。通过学习，他发现家乡的土壤、气
候具备种植南瓜、南高梅等作物的优势，

只是销路难打开。“我打工时做过直播带
货，有一些经验，希望把这些新技术、新宣
传模式带回家乡。”他说，他正在琢磨如何
推销他种的这些农产品。
　　蹲下身，全清杰细致地查看刚栽种的
南瓜幼苗。幼苗上铺着一层保持土壤的盖
布，在山上蜿蜒成一条条白色的长带。镇
上的百姓都盼望，到了秋天，这里能变成一
片橙绿相间的丰收景象。
　　在重庆联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有产
业发展当中，双江镇共有贫困户入股土地
508.4 亩，解决就业人口 600 余人。双江
镇党委书记张昭源表示，这个镇推动乡村
振兴的最大优势就是新集体经济优势，它
能有效促进产业间和资源间的系统集成、
高效联动。

重庆潼南：从来没种过地的农民，现在也种地了

春季脐橙助增收
  3 月 28 日，秭归县郭家坝镇邓家坡村果农在脐橙园里采摘春季脐橙。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是脐橙种植大县。近年来，该县着力改良脐橙品种，种植在春季成熟的伦晚、中华红等新品种脐橙，与传统秋冬
季成熟的脐橙实现错季销售，受到消费者青睐。目前，该县春季脐橙种植面积已突破 10 万亩，产量突破 18 万吨，有效促进果农增收致
富，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发（郑家裕摄）

　　据新华社南京电（记者刘巍巍）又逢江
南好春光。位于太湖之畔的苏州高新区通
安镇树山村，近期千亩梨花绽放，吸引了众
多城市一族回归乡里，品茗赏花。
  虽然不是节假日，树山村游客依然络
绎不绝。徜徉田间地头，与梨花合影的“都
市客”随处可见。
　　走累了，就到茶馆、咖啡厅歇歇脚。村
口的花境西餐厅座无虚席，服务员告诉记
者，树山梨花远近闻名，这几天梨花盛开，
旅游旺季随之而来。“店里几乎天天爆满，

营业额与上月相比大幅提升。”
　　村民秦晓燕家里有 2 亩多地，种植梨
树、茶叶、杨梅树等。利用农闲时节，她在
路边摆摊卖起了“秦姐萝卜丝饼”。
　　“梨花开，钱袋鼓起来。上个礼拜天，
光萝卜丝饼就卖了 200 多个。”秦晓燕笑
着说。
　　村里小伙儿吴辰利用自家农房开起了
民宿和农家乐，生意火爆。“累并快乐着，客
房已经排到了 5 月份，刚开花的翠冠梨已
有老客户预订，今年一定会有好收成。”

　　树山村的发展始于梨花，却不满足于
梨花。近年来，通安镇持续丰富乡村旅游
内涵，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打响

“树山梨花”文化品牌同时，打造乡村特色
旅游节庆活动，促进富民增收。目前，树山
村酒店、民宿、农家乐等业态齐备。2020
年，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该村接待游客
93.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46 亿元。
　　“释放乡村文旅活力和魅力，让梨花结
出‘致富果’。”苏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虎丘区区长毛伟说。

太湖之畔，梨花结出“致富果”

　　仲春时节，走进山东临沂市费县上冶镇蔡庄村，犹如置
身城市花园：大街小巷干净整洁，两旁的绿化带内，紫薇、
木槿、月季、冬青卫矛等苗木错落分布，与周围的石头房相
互映衬、浑然一体。
　　因有多座用石头建成的房屋，蔡庄村在当地小有名气。
见到村党支部书记李如余时，他正和乡村规划师景喜燕、张运
清商量着，如何把村内闲置的石头房利用起来，塑造特色风
貌，发展乡村旅游，增加村民收入。“我们力求村庄规划既实用
又适度超前，既保持乡土本色又突出田园特色，让每个乡村都
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景喜燕说。
　　两三年前，蔡庄村还是另一番模样。“我们村不光石头房有
名，环境脏乱差也是出了名的。”村民夏学存说，“好女不嫁蔡庄
村，黄泥陷到脚后跟”，周边几个村都知道这句顺口溜。
　　变化源自规划。李如余说，2017 年，乡镇请专业规划设
计机构对村庄进行了规划，这几年实施了通路、硬化、美化、绿
化、亮化等工程，才有了今天的模样。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去年 7 月份，为提升乡村规划水
平，临沂市推行了乡村规划师制度。来自山东国建土地房地
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的工程师景喜燕、张运清，被聘任为费县
首批乡村规划师志愿者，负责联系服务上冶镇。
　　尝到规划甜头的蔡庄村，得知乡镇配备乡村规划师的消
息后，第一时间就对接联系，希望借助规划师的专业知识和独
到眼光，让村庄更美丽宜居。
　　费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邢兆波说，
乡村规划师是指导乡村规划建设的专业技术人员，主要参与
村庄分类、村庄布局、空间利用等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对建设
项目的用地选址、规划方案提供技术咨询等服务。
　　在上冶镇东埠子村，乡村规划师做出的村庄规划，已经
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正稳步推进实施。村党支部书记
王浩亮说，北部发展现代农业种植区，西南部是田园居住
区，南部是传统农业种植区，各个地方布局什么，该怎么发
展，一清二楚。
　　“通过调研、座谈和踏勘等方式，深入了解干部群众的诉
求和愿望，才能做出符合各方要求的规划。”张运清说，根据要
求，他们每月要拿出至少两天时间到所联系镇村，而重大项目
规划要随叫随到。
　　村庄规划好不好，村民最有发言权。“通过统筹生产、生活
和生态空间，村庄将成为产业有活力、风貌有特色、生活更幸
福的美丽宜居乡村。”王浩亮憧憬未来。
　　今年山东一号文件提出，将开展“乡村规划师”试点，支持
优秀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下乡服务。上冶镇党委副书记杜
喜刚说，规划涉及面广，镇村如何定位，房屋如何建设，生产生
活设施如何配套，都需要专业规划人员的合理化建议和解决
方案。乡村规划师的加入，既解决了乡村规划人才缺失问题，
也为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提供了支撑。
    （记者贾云鹏、张志龙）新华社济南 4 月 1 日电

村里来了规划师

　　据新华社福州电（记
者苏杰）福建省华安县仙
都镇招坑村有一项传承近
600 年的独特民俗，18 岁
成人礼通过荡秋千来完
成，可惜在 2000 年的时
候，因为失去了活动场地，
该民俗被迫中断了。18 年
后，招坑村驻村第一书记
陈少杰不仅挖掘恢复了该
民俗活动，而且把它打造
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

“网红产业”。
　　走进招坑村，路边的一
块大石头上镌刻着“天下秋
千第一村”几个大字。放眼
望去，“招坑秋千谷”错落有
致地设置了五六十种各式
各样、五颜六色的秋千。
　　在招坑村，荡秋千是
18 岁成人礼的一种方式，村民认为它蕴
含“礼、忠、孝、义、勇”的内涵。2017 年，来
自厦门理工学院的青年教师陈少杰到招
坑村担任第一书记后，就想方设法恢复这
一独特的民俗文化，并把它打造成为招
坑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网红产业”。
38 岁的陈少杰介绍说：“我在网上搜罗
了所有能找到的创意秋千，然后自己绘
图，找人加工制作，让秋千谷里的产品越
来越丰富多彩，让游客在荡秋千时获得各
种新奇体验。我们的目标就是打造‘秋千
第一村’。”
　　陈少杰带领村里的党员干部建设秋
千谷、登山步道等基础设施，让招坑村变
得干净、漂亮、有趣，让人愿意来。2019
年春节，秋千谷火爆了，游客达到 15 万
人次。今年春节，虽受疫情影响，依然有
7 万多名游客造访秋千谷，招坑村成了
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秋千谷给招坑村带来了效益。2019
年村财收入达 17.6 万元，2020 年达 80
万元。秋千谷为村民提供了 20 个固定就
业岗位，旅游旺季时还可提供数百个临
时岗位，加上村民向游客出售各种农副
产品，经测算每年可为村民增收上百万
元。“村财收入进一步壮大后，我们将考
虑向村民直接分红。”陈少杰表示。
　　为了让秋千谷规范、高端、可持续，
陈少杰又找来旅行社合作，进一步开发
漂流、房车基地、丛林穿越、野外拓展等
文旅项目。他说，招坑村距离著名的华安
土楼“二宜楼”只有十几分钟车程，两个
景点动静相宜，正好互补，秋千谷尤其适
合亲子游，所以客源不成问题。秋千谷的
目标是要达到年收入 1000 万元，带动
招坑村乡亲们日子红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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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风胜的合作社恒温大棚里摆
放的秧苗。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