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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观念老旧，守着宝山哭穷，现在才知道身边

的绿水青山就是大家苦苦追求的金山银山！”28 年前，

因为大山围困生活艰难，梁大文选择逃离，成了外村的

上门女婿。18年后，他靠山吃山选择发展，成了家乡的

致富能人。

梁大文转变的背后，是重庆市南川区山王坪镇庙

坝村在脱贫攻坚战中，坚持绿色发展，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走上绿色致富之路的生动体现。如今，当

初那个偏僻荒凉的小山村，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乡村

旅游目的地，农民人均收入由 2014 年的 4600 元增长到

2019年的 2.8万元。

绝壁凿路，从与世隔绝变为
网红之地
“望得到屋，走得人哭”。位于南川区山王坪镇东

南部的庙坝村地理位置偏僻，属于二省三县交界地

带。全村平均海拔 1350 米，最高海拔 1800 米，三山夹

两谷，将庙坝牢牢锁在了大山深处。出行难曾经是庙

坝面临的最大困难，从庙坝村到最近的集市要跨过一

个峡谷，翻越一座大山，往返时间需要七八个小时，与

外界联系非常困难，多年来村里人口只出不进，是南川

区为数不多的市级贫困村。

梁大文家中有 5 口人，他家住在庙坝村吊嘴，更是

庙坝村的偏远之地。本地女子大多选择外嫁，外面女

子几乎没人愿意嫁进庙坝，所以绝大多数男子都只能

“倒插门”。当年，刚满 22 岁的梁大文也只能到当时的

鱼泉乡秦家当了上门女婿。

庙坝村生态良好、风景优美、空气清新、气候宜人，

又地处待开发的天山坪风景区核心地带，如何让生态

美实实在在为脱贫助力？庙坝人意识到关键在修路。

从 1984 年开始，庙坝人用 30 年的时间，锲而不

舍打通三条对外主通道。首条与邻村相接的土公路

3 米宽、20 公里长，是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修建。庙

坝与三元两个村落的公路是从悬崖绝壁通过的挂壁

公路，庙坝人硬是一錾一錾凿、一锤一锤砸，用五年

时间修完。

现在，3 条出村通道全部油化，并升级改造通社支

路、入户路、院坝路 15 千米，以前要走七八小时的路现

在只需 25分钟。

发展生态产业，实现“靠山吃
山”变富

庙坝村有原始生态林 4万余亩，再加上多年的植树

造林和退耕还林，森林覆盖率高达 89%。打破了道路瓶

颈，昔日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庙坝，越来越受到游人的喜

爱。庙坝村也依靠生态发展产业，真正地实现了“靠山

吃山”变富。

今年 57岁的程坤祥，是村党支部书记，也是致富带

头人，从种植黄连到栽种方竹笋，再到养殖蜂蜜，每一

步程坤祥都自己先干先试。

2015 年，庙坝村依托生态优势，开始发展森林旅

游。程坤祥对自家旧房进行了改造，装修出了 6 间客

房，当年即实现旅游收入 2 万元。在他的示范带动下，

村民依靠绿水青山吃上旅游饭。全村农家乐从一开始

的 1 家，发展到现有农家乐 5 家、游客接待中心 1 个，床

位也从当初的 21张，增加到 200多张。2019年，全村接

待游客 3.5 万人次，旅游收入从最开始的一年 7 万元增

加到现在的 210 万元，同时带动村民劳务增收 20 余万

元，被评为首批国家森林乡村。现在，程坤祥每年的各

项产业纯收入已超过了 20 万元，成了庙坝村脱贫致富

的领头羊。

路通了，来的人多了，梁大文也决定回来“闯一

闯”。南川区被中国养蜂学会授予“中华蜜蜂之乡”，包

括庙坝村在内的大金佛山区被划定中华蜜蜂种源保护

区。梁大文捡起了家传的养蜂手艺养起了中蜂，第一

年养殖了 30 群中蜂，当年卖蜂蜜的收入就达到 5 万

元。随后逐年扩大规模，2019年，他把中蜂养殖规模扩

大到 150群，收入达到 20万元左右。

“以前媳妇从来不上山，现在都跟我一路回来养

蜂了，大家都开玩笑说倒插门的女婿又把媳妇给娶

回家了。”梁大文乐呵呵地说，随着庙坝乡村旅游的

升温，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纳凉避暑，也带动了全村

产业路越走越宽，为当地老百姓酿造出越来越甜蜜

的生活。

重庆庙坝村：依靠生态绿色致富，上门女婿回乡了

最近，江苏省常熟市支塘镇蒋巷村党支部书记常

德盛有点忙。

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期间，江苏省常熟市支

塘镇蒋巷村，一个小小的村落几天接待了 5 万多名游

客。

这个小村庄不仅成了 4A 级旅游景区，年游客达 20

万人次，而且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家家有别墅，老人

按“老”取酬，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 6万元。

从“工业兴村”到“农业美村”，再到“旅游旺村”，蒋

巷村秉承中央乡村振兴战略，贯彻科技创新理念，驱动

村域农业、工业、旅游业互动并进。

但是，常德盛最牵挂的还是千亩良田。“今年水

稻受暴雨影响比较严重，好在我们雨季过后马上进

行了补种，看这个长势，收成应该不错。”在蒋巷村优

质粮油生产基地内，常德盛认真查看了稻穗后对记

者说道。

洼地变良田，做好“一粒米”的文章

蒋巷村地处常熟与昆山、太仓交界处，有机水稻是

蒋巷村这几年重点发展的农业产业。

村民王正楼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现在采用有

机种植，不用农药、化肥，改用稻田休耕养鹅养猪产生

的粪便作为有机肥，减少了种植成本，增加了粮食的

附加值。2019 年，一年只种一季稻子，年收入也有 5

万多元。

可是，谁曾想到，过去的蒋巷村河塘纵横，坟堆遍

野 ，田 块 零 乱 ，高 低 不 平 ，“ 小 雨 白 茫 茫 ，大 雨 成 汪

洋”。因为贫穷，村里 35 岁左右的男子，曾半数以上

娶不到媳妇。

常德盛担任生产队长后，发动群众疏通河流，开沟

降渍，建圩造田，筑堤防潮。他带领村民完成 50多万土

方工程，硬是把 1700亩低洼地填高了 1米。

有地无肥，粮食产量上不来。为了提高土壤有

机质含量，常德盛发动大家养猪养羊积累农家肥。

没有钱，就到上海装粪肥，到机场割青草，到阳澄湖

捞水草……十年九涝的低洼地终于变成远近闻名的高

产田。

“前年开始，村里全面种植有机稻，并实行一年一

季轮休制，让土地休养生息。产量是低了，但是经济效

益上来了。”30 岁不到的蒋荫达是村里首批“新型职业

农民”。

他扳着手指算了一笔账：虽然每亩有机稻田的产

量比之前的化肥稻少了 300斤，但去年蒋巷大米的市场

价从每公斤 6元涨到 20元，利润翻了一番。同时，村里

每年还减少使用近百吨化肥农药。

为了提高作业效率，村里又建设了粮食烘干中心，

实现了粮食生产包装一条龙。2019 年，蒋巷村农业销

售额达到近千万元。

日子红火了，不能丢了生态本色

生态环境是蒋巷村小康画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底色。

上世纪 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蓬勃兴起，蒋巷村也

走上工业发展之路，村里投资开办的化工厂投产仅两

个月利润就超百万元。

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警醒了蒋巷村村民，不能

为了发展经济就毁了家园。最后村里决定，关掉正在

发展的化工厂，走上转型发展的道路。

在苏南，富裕的村庄很多，但像蒋巷村这样保持

连片的良田的却不多见。常盛工业园与农民新家园、

村民蔬菜园、生态种养园、千亩无公害粮油生产基地

错落有致，既实现了经济发展繁荣，又保持了水乡田

园之美。

发展现代农业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收

到了更大的社会效益。常德盛说：“稻田也是湿地大公

园。夏天种上油菜，金黄一片，赏心悦目，散发着家乡

的味道。”

弥足珍贵的家乡味，不仅惠及村民，还吸引了四面

八方的城里人。

进入新世纪，蒋巷村先后投资近亿元，开河挖渠、

建桥铺路、造楼修亭，建起了 600亩“蒋巷生态园”。同

时投资建造了蒋巷宾馆、江南农家民俗馆、青少年科普

馆等设施，打造了乡村观光采摘游、农耕文化体验游、

中小学生实践游等旅游项目，把蒋巷村建设得更具乡

野田园气息。

2019年，蒋巷村旅游年收入达到了 1000多万元，成

功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村民富了，日子

红火了，蒋巷人不改本色，依然守望田垄。“我们的想法

是，要让农村更像农村。”常德盛说。

江苏蒋巷村：围绕“农”字做文章，富裕不改生态底色

本报记者 张 晔

本报记者 雍 黎

“现在，产业、实业、企业、创业，是我们构建新发展

格局最厚重的底色！”湖南醴陵市委书记胡湘之如此自

豪而简练地概括这座城市的“色彩”。

醴陵，不折不扣的“五彩”城市。与江西景德镇、福

建德化并列“中国三大瓷都”的它，首创了独有的不含

铅毒、耐磨损不褪色的釉下五彩，是世界釉下五彩瓷原

产地和中国“国瓷”红官窑所在地。

今天，这座有着两千多年陶瓷产业发展史的它，又

有了新起色：除了“碰”瓷，它还“碰”起了玻璃、轨道交

通……它瞄准“千亿县域、千亿产业、千亿园区”目标，

打响了全新的“产业突围”战。

“碰”瓷传统产业“五彩”瓷
都跃居百强县50强

数据显示，2019 年末，醴陵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

95.1%，县域综合实力跃居全国百强县前 50位。产业振

兴，便是它背后的强大底牌。

胡湘之介绍，近年来，醴陵一手抓传统产业提质升

级，立足“自动化、智能化、国际化、品牌化”，打造陶瓷

产业千亿产业集群；另一手，则着力抓新兴产业培育壮

大，立足“红色、特色、亮色”，壮大玻璃、轨道交通、全域

旅游等产业。去年，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达 42921元和 28737元，是 2015年的 2.02倍、1.5倍。

近 5 年 ，醴 陵 传 统 陶 瓷 产 业 产 值 年 均 增 长

13.04%。陶瓷业发展的缩影，处处可见。以醴陵东富

镇为例，2013 年底这里开始修建醴陵经开区东富工业

园。到去年底，就实现了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34.3 亿

元，成为了拥有电瓷电器与玻璃两大产业链为主体的

现代化工业强镇。

打造五彩陶瓷特色产业小镇等特色产业园区，举

办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都展现了这座城

市加快传统产业升级优化的决心。现在，这里形成了

以日用陶瓷、电瓷、釉下五彩艺术瓷生产为核心，集装

备制造、新材料研发、陶瓷物流等配套产业于一体的较

完整的产业链条，产品畅销美国、欧洲、日本、中东和南

美等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通过不断用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用新

手段拓展销售市场，用新思路营造服务环境，我们已成

为了全国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醴陵市政

协主席江曙明说。

不止于传统的陶瓷产业，传统花炮产业也突飞猛进。

近五年，陶瓷、花炮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3.04%和6.3%。

此外，当地也着力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如规划

建设玻璃产业园，围绕株洲轨道交通优势产业做好产

业配套，打造集红色、工业、人文等于一体的全域旅游

圈等。

“偷师”工业，科技助力农业
实现“工业化”

醴陵是种粮大县。近年来，全市粮食播种面积持

续保持在 100 万亩以上，粮食年产量超 10 亿斤。兴农

富民，农业“工业化”，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也是当地的

一个“新方向”。

有工业“后盾”的醴陵，如今琢磨起了各类“工业化”的

农业生产。以插秧为例，原纯靠人工的劳动，现在都被替

换成了大棚育秧、机器作业。截至去年底，发展农机合作

社161家，全市水稻生产机械化综合水平达到82.6%。

“工业化”的，不止水稻生产，还有农业企业向工业

企业“偷师”，越来越高的集约化程度和科技化水平。

在茶山镇转步口村，一家公司千亩蔬果基地里，上百个

控光、控温、控湿的大棚，为农作物提供舒适的生长环

境，宛如一个个标准化生产车间。

工业企业与农业合作社、企业合作，延长农产品生

产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醴陵也是层出不穷。

汤家坪村，醴陵远近闻名的莲藕村。然而，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莲藕也仅能供应本地蔬菜市场。精深

加工，村民们难以单打独斗。2011 年，村里通过与工

业企业合作，一拍即合，成立了新公司，就地生产莲藕

加工产品。产业链的延伸，让农户和企业成为了双受

益者。

湖南醴陵：科学“碰”瓷，走上“四业”兴市路

本报记者 俞慧友

水，晶莹剔透；山，叠翠流金。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河南淅川丹江

口库区生活了几十年的王文亮，这两年才感到他的家

乡美如画。他家在紧邻水库的老城镇下湾村，以土地

入股村里的软籽石榴基地，土地流转费每年近 4000

元；他在基地务工每年 3.6万元；再加上到户增收的分

红，每年仅果园收入就达 5万元。

“生活富裕了，看啥都美，都顺眼！”王文亮说，前

些年可不是这样。他家 5口人，90多岁的老母亲卧病

在床很多年，前段时间离世；妻子患硬皮病，欠下不少

医疗费；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刚毕业，一个仍在读，生

活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不仅是王文亮，下湾村 69户 328人都被“堵”在水

库边，人均 6分薄田填不饱肚子，不得不外出打工，挣

钱靠务工，住房靠雨棚，一年到头手空空！

而下湾村的贫困状况，又是淅川县的一个缩影。

地处豫鄂陕三省交界的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同时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和河南省深度贫困县。截至 2015 年底，全县 15 个

乡镇 159 个贫困村 28678 户 97110 人处于贫困线下，

其中深度贫困村就达 98个。

“淅川的贫困既有交通闭塞、生态脆弱等共性因

素，也有其特殊性，即为守护一库清水造成的奉献致

贫。”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介绍，全县面积的 92.8%在

水源区，为保护水质，乡亲们“树不能伐、鱼不能捕、矿

不能开、畜不能养”。然而，发展不能停！“我们扛稳水

质保护和脱贫攻坚重任，以‘两山理论’为引领，以绿

色脱贫为主线，确立‘短中长’三线产业结合的绿色发

展路径，探索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清与民富双

赢的脱贫攻坚模式。”卢捍卫说。

他们把生态产业发展融入脱贫攻坚工作，做好短

线、中线、长线规划。短线发展食用菌、中药材、大闸

蟹等“短平快”产业集群，确保短期可脱贫；中线发展

软籽石榴、薄壳核桃、杏李、大樱桃等生态林经套种产

业集群，确保中期可致富；长线依托生态和人文旅游

资源，做大做强旅游业，确保长远可持续小康。

在推进产业发展中，县里按照“政府主导、市场

主体、三权分置、利益共享”模式，土地所有权归集

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归公司，农户实现“一地

生三金”：土地以 500 元/亩的价格流转给公司，农户

得“租金”；公司把栽好后的果树反租倒包给农户，

一棵树年管理费 8 元，每亩 90 棵 720 元，农户拿“薪

金”；果树收益时，农户和公司按 1∶9 分成，农户又拿

到了“股金”。

“县里还通过移民避险解困项目，在水库边为家

家户户盖起了二层新居，站在楼顶就能观水景、看日

出、听涛声。瞧，咱也享受了‘海景房’！”顺着王文亮

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栋栋白墙灰瓦的徽派小楼，依山

就势，鳞次栉比……村子的前方，正是烟波浩渺的丹

江口水库。

与下湾村隔江相望的，是滔河乡东闹裕村。“两山

夹一河，河边穷人窝；地薄无收成，旱涝守空锅”是昔

日的写照。两岸山坡上土层浅薄，每逢旱季，小麦长

不到半尺；到了雨季，山洪暴发、河水咆哮，木桥被冲

毁，乡亲们为买袋食盐而苦恼……

涓涓流淌的闹裕河，怎能一直是村民的眼泪？他

们在山上栽果树、种中药材，守住水土、促民增收，昔

日的荒山上长满了核桃树、林下套种黄姜、迷迭香；在

河两岸发展优质淡水养殖，大闸蟹、武昌鱼等，闹裕河

优质的水源成为乡亲们致富的源头活水。

截至 2019 年底，淅川县贫困户产业扶贫参与率

达 100%，每户都有 2 个以上扶贫项目叠加，贫困发生

率由 2015 年底的 10.66%降至 0.9%，今年 2 月已正式

脱贫摘帽。淅川“短中长”三线产业结合绿色扶贫的

特色做法，作为典型案例入编焦裕禄干部学院培训教

材，被评为“大国攻坚、聚力扶贫”全国十佳优秀扶贫

案例。

河南淅川：

“两山理论”催生“短中长”脱贫路径

物业费只要 3毛钱还有结余、儿女给买了新房老

人都不愿搬走、老旧小区房价却比周边其他楼盘价格

还高……这就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

花园社区里的幸福生活。

谁又能想到，这曾经是一个房漏不遮雨、窗破不

挡风、路差走不了车的老旧小区呢？

基层治，则天下安。

近年来，在社区基层党组的带领下，长山花园社

区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在党建引领下，实施“居民自

治、服务善治、社会共治、平安法治、文化德治”为内容

的“五治工作法”，走出了一条基层治理的新路径。

将民主生活会开进居民家里

吴亚琴还记得 20多年前刚来小区担任社区书记

时，小区里破败的样子。“当时的居民可以用‘四多一

少’来形容：下岗失业人员多，流动人口多，老年人多，

残疾、困难群体多，有稳定收入的少。”

小区的前身是一家军工企业的宿舍楼，人口复

杂，治理混乱，居民们人人带着一股怨气儿。“那时候

人人恨不得早点搬走，谁也不愿意在这住，说起小区

大家都怨声载道”，75岁的老居民史方锦说。

“我是一名党员，”回忆那段最艰难的时期，吴亚

琴是这样激励自己的：“党把我从工厂派到社区，那么

这个社区就是我的阵地，居民幸福的生活就是我要争

取的胜利。”

要改变局面，吴亚琴选择党建引领，利用党员凝

心聚气儿，带动居民们共同建设家园。于是，从 2003

年社区党委成立以来，每月 15 日的“党员学习日”风

雨无阻，17 年来从未间断。后来，吴亚琴还根据实际

工作需要，将组织生活会开进了居民家里，将党的声

音传递到离居民最近的地方。

党员不仅仅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

社区治理中，他们承担了楼长、网格长等重任，有事向

前冲，遇事加油干，居民信息采集、政策法规宣传、家

庭矛盾化解……一项项繁琐的任务，在党员的引领带

动下，居民们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

有一年，小区休闲区域的路面破损，好容易协调

来几卡车红砖，可铺设的人工费又是一笔钱，社区居

民一商量，干脆大家一起干。于是，居民自发行动起

来，来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仅用两天就将地面铺

得焕然一新。

“发挥党员的表率作用，动员居民、引领居民，强

化社区党组织在居民心中的威望，为加强和完善社区

治理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吴亚琴说。

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

物业好不好，决定了小区的居住品质，也直接关

系到居民是否能收获幸福感。但长山花园小区的物

业管理却经历了一波三折。

2002 年，当时尚在运营的企业聘请了一家物业

公司，但因为管理混乱、运行效益差等原因，导致居民

和物业之间矛盾激化。社区与物业公司几次商谈无

果后，召开了居民代表大会，经会议研究决定解聘该

物业公司。2004 年、2010 年小区又先后聘请了两家

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结果都不如人意。

三次“弹劾”，不仅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为之后居民自我管理小区物业

积累了经验。

后来，社区决定采取四步议事法，即社区党委提

议、社区两委商议、党员和群众代表审议和社区公示

决议。由居民自行决定，成立了社会组织——居民事

务志愿服务站，负责日常物业检修、公共保洁、对外招

标等工作。

这个决定，被居民们形象地称为“自助式物业”，

成立以来，服务站根据“按需收费、零利润服务”的原

则，商定物业服务费按每户每年 0.3元/平方米的标准

收取，物业服务由社区居民自我协商管理。

多年来，经居民议事会商议，陆续为小区增添

了监控探头、休闲长椅、晾衣架等便民设施，疏通下

水、铺设防水、修缮门窗等等日常琐碎事务，同时经

过政府暖房子和旧城改造两大惠民工程的实施，社

区环境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得到了居民们广泛的认

可和好评。

居民的怨气儿逐渐少了，脸上的笑容多了。生活

中大事小情有人管；“十分钟助老服务圈”，解决社区

老人居家养老难问题；“蒲公英少年之家”课后公益课

堂，让双职工父母没有了后顾之忧……这就是长山花

园社区不断为居民创造幸福的秘密。

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

老旧“烂泥坑”变成大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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