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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如桃花源的瑞金罗汉岩景区

绿色的希望

阴叶浙江日报曳记者 朱 言 金长青

要野百年之交看瑞金冶系列报道之三
要要

源远流长的绿色基因
乡土中国的古村落袁是乡土文化的
百科全书袁更是源远流长的绿色基因所
在遥
8 月 18 日上午九点半袁在瑞金乡贤的盛
情邀请下袁 我们来到让他自豪的家
乡要要
要离瑞金市九堡镇北偏东约 12 公
里凤凰山下的密溪村袁 一个有 3 条小溪
流经的地方遥 进入密溪袁只见松竹掩映袁
溪水环绕袁古塔高耸袁山川雄秀袁气势不
凡遥
野一带密溪淌绿水袁 千寻松竹染红
霞冶遥作为 2003 年评定的江西省首批野历
史文化名村冶尧2014 年评定的中国传统
村落袁具有 700 多年历史的密溪村袁果然
名不虚传遥
村庄保存明清古建筑众多袁历史文
化遗存十分丰富袁被许多专家学者称之
为野明清古建筑的乡村博物馆冶遥 村内现
有明清古建筑 40 多栋袁有祠堂尧庙宇尧古
塔尧牌坊尧古道尧古桥等曰是客家文化旅游
基地尧红色影视摄影基地袁香港中文大学
和赣南师范学院合作设立的第一个野田
野考察点冶袁被专家学者誉为野江南民居
建筑博物馆冶遥
时空的穿越袁社会的发展袁现代建筑
早已取代了老祠堂尧老胡同袁大多数人都
已经搬出了老房子袁住上了新楼房遥 看
得见山尧望得见水袁如何留住乡愁钥
近年来袁密溪村通过抢救性保护古
建筑本体尧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袁凝聚共
同的价值观袁唤起集体的文化觉醒遥2008
年袁江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专门为
密溪做出了叶密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保
护规划曳遥 同时袁恢复了客家灯彩尧客家
舞蹈等客家传统文化项目袁打造了瑞金
旅游的古色新景观袁让古村焕发出新的
生机遥
村里的罗振坡老人袁是密溪村历史
文化的传承人袁年逾古稀的他用两年的
时间袁在轮椅上完成了约 25 万字的叶密
溪村文史资料汇编曳一书遥 提到保护密
溪村古建筑的意义袁罗振坡说袁希望更
多人了解密溪村袁也希望我们的后代能
坚守传统文化尧继往开来遥
密溪村袁可以说是瑞金古村落保护
和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并焕发出新生机的
缩影遥
广袤的乡村袁承载着瑞金上千年的
历史遗产和生态文化资源袁蕴含着野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冶 相生共荣的生态关系遥
在漫长的岁月中袁客家人带来的中原文
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相互融合袁 相互同
化袁孕育了独树一帜的客家文化袁瑞金因
此也是客家文化的主要发祥地遥
对传统村落的保护袁更是对其独特
的精神内核尧乡土风俗尧生活方式的保
护遥 近年来袁 瑞金依托丰富的古村落资

当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袁 绿色发展成为
时代潮流袁拥有独特红色文化资源和丰富山水
禀赋的瑞金袁正行走在绿色尧可持续尧高质量发
展的征程中遥

源袁将古村落环境整治和文化生态尧自然
生态修复相结合袁鼓励古村落发展乡村
旅游尧生态农业等产业袁促进文尧农尧旅融
合发展袁助力乡村振兴遥
野文化是有生命力的东西袁只有让传
统村落在自有文化的演变中有序发展袁
才能让新旧文化风俗水乳交融袁迸发出
支撑村落发展尧推动村落文化演进的持
续动力遥 冶瑞金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说袁通过挖掘红色文化尧非遗文化等特
色文化袁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袁瑞金已经打
造了一大批红色旅游新村尧历史文化名
村袁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文化之魂遥

绿色发展的瑞金实践
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袁为瑞金
带来了野美丽经济冶的无限可能遥
浙江安吉余村的华丽蜕变袁正跨越
时空袁在江西瑞金的沙洲坝洁源村重新
上演遥
野耶真枪实弹爷的大柏地战斗场景袁看
得我们热血沸腾浴 冶游客唐英一家三口
来到瑞金市沙洲坝洁源村观看叶浴血瑞
金曳后感叹道遥 据悉袁今年元旦开始运营
的叶浴血瑞金曳是赣南首个红色实景演艺
项目袁也是江西唯一的大型实战演艺项
目遥
这个景区原是千疮百孔尧尘灰满天
的石灰石矿区袁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
破坏遥 2018 年以来袁瑞金市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袁综合利用废弃
石场遗留的矿坑打造苏区时期战斗场
景袁 打造了一个红色实景演艺的文化旅
游项目袁丰富了红色培训尧红色研学尧实
景党课等旅游业态袁补齐了瑞金市野夜
游冶短板袁开创了野红色旅游+矿山修复冶
新路径遥 目前袁该景区成功入选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遥
为进一步提升竞争力袁瑞金做强红
色旅游袁用好野红冶野绿冶资源助推高质量
发展袁 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
擎袁在红色传承中加速绿色崛起遥
让山里的好生态成为发展的新优
势袁这是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理念
为瑞金带来的绿色财富遥
地处赣江源头的日东乡赣源村曾因
丰富的山林资源而兴袁也曾因过度采伐
山林资源而衰遥 在当地政府的引导帮扶
下袁村民开始自觉保护生态环境袁发展乡
村旅游产业袁开发了长约 4.2 公里尧总落

差 180 多米的赣江源木鱼山丛林漂流项
目袁同时发展野农家乐冶袁整修特色民宿袁
保护山村文化袁 众多游客慕名而来袁带
动了 20 多户贫困家庭脱贫致富遥
橙香四溢袁乡村如画遥 走进瑞金市
黄柏乡脐橙产业基地袁橙乡美景令人沉
醉遥
野一亩脐橙一万块袁 脱贫致富来得
快遥 冶该乡党委书记陈佛保说袁野我们这
个基地是农业部认定的无公害农产品
产地尧江西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批准的
赣南脐橙出口种植基地遥 冶走在脐橙基
地袁绿色的脐橙挂满枝头袁待到果实成
熟后袁这些野金果子冶将乘着互联网的快
车袁变成各地消费者喜爱的江西特色农
产品遥 这里的万亩脐橙基地也成了赣州
市发展赣南脐橙产业的一个典范遥
将一个个偏僻的小村庄打造成为
旅游产业红火发展的秀美新村袁这是瑞
金市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袁大力推
进乡村振兴发展的生动实践遥 瑞金市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袁 坚定走生产发
展尧生活富裕尧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袁趟
出了一条绿色脱贫新路遥
走进 野长征第一山冶要要
要瑞金市云
石山乡丰垅红色旅游示范村袁野红色粮
仓冶野红色戏台冶等一个个提升改造后的
景点焕然一新袁游客纷至沓来遥 看到我
们袁不少群众围拢过来袁介绍村里的新
变化袁开心地说院野感谢党和政府袁让我
们端上了红色旅游的耶金饭碗爷浴 冶

野无废城市冶的国家试点
一场生态考评袁带来了城乡面貌新
变化遥
2016 年袁瑞金开始进行绿色发展考
核评价袁 全市 17 个乡镇尧131 个市直单
位都是被考核对象遥 4 年来袁生态考评的
命题水平不断提升袁保护尧修复和开发
均占分值袁蓝天尧碧水和净土行动成绩
日渐突出袁景区工矿袁焕然一新袁红色故
都成为野绿色标杆冶遥
生态考评怎么考钥 少有先例可循遥
瑞金大胆探索却又审慎前行遥 实施 4 年
来袁 随着当地环境状况的动态变化尧生
态文明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袁瑞金三度
更新考评细则袁野题库冶逐渐丰富袁实际
操作性不断增强袁考评内容也更科学合
理遥 生态考评结果与党员干部个人工作
绩效挂钩袁让党员干部既有激励尧又有

压力袁生态保护的效果不断显现遥
野生态文明建设袁需要这股子劲头遥
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袁就
要认识到袁赢得绿水青山袁绝不止一朝
一夕遥 具体到这项工作袁即要保持生态
考评久久为功尧形成常态遥 冶瑞金市委主
要领导说遥
近年来袁瑞金围绕绿色发展重要领
域和关键环节袁扎实推进各项改革遥
构建大环保工作格局遥 将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境保护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
突出的位置袁成立由市委尧市政府主要领
导担任野双主任冶的生态环境保护委员
会袁进一步健全职责分工尧监管执法等联
动长效机制遥
构建全域监管责任体系遥 全面落实
河长制尧湖长制尧林长制袁细化水资源管
理野三条红线冶控制指标袁以野三线一单冶
为手段袁强化空间尧 总量 尧准 入 环 境管
理袁形成依法尧科学尧公开尧廉洁尧高效的
全域监管责任体系遥
创新生态环保司法体制遥 设立生态
检察官工作办公室袁加强与公安局尧检察
院尧法院等部门司法衔接袁形成环保执法
威慑力噎噎
野群之所为事无不成袁众之所举业无
不胜遥 冶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袁瑞金市已
走过千山万水袁依然不骄不躁袁止于至
善袁直至成为野无废城市冶的国家试点城
市遥
2019 年 4 月 29 日袁 生态环境部确
定在深圳市等 11 个城市尧雄安新区等 5
个特例区域袁开展野无废城市冶建设试点
工作遥 瑞金作为全国唯一县级市代表袁
与河北雄安新区尧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
中新天津生态城尧福建省光泽县等一起
入选 5 个特例遥
很快袁瑞金聘请中国环科院尧江西省
环科院编制了野无废城市冶建设试点实施
方案袁从红色旅游尧绿色生活尧有机农业
3 个方面扎实推进试点建设袁 通过市场
化运作建成了一批 野无废城市建设项
目冶袁着力打造野红色旅游+无废城市冶融
合发展的野瑞金样板冶袁同时推动绿色生
态农业发展袁建设一批生态宜居秀美乡
村遥
野接下去袁 我们要以只争朝夕的精
神尧持之以恒的坚守袁真正把绿色发展理
念落到实处袁并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袁努
力通过环境治理倒逼产业转型升级袁通
过发展方式之变根治环境问题袁实现生
态文明建设尧经济效益尧生态效益尧社会
效益的有机统一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
发展遥 冶 瑞金市委主要领导说遥
时间不会辜负任何人遥 瑞金的故事
告诉我们院绿色发展袁才能拥有未来遥 只
要认真播种尧精心培耕袁最终一定能筑牢
一道道生态的屏障袁书写一个个绿色的
希望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