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近日袁在山
东省聊城东阿县
姚寨镇北张村的
温室大棚里袁种植
户在展示成熟的
葡萄遥 近年来袁东
阿县大力推广实
施野合作社垣农户冶
野特色农业垣采摘
游冶 等发展方式袁
发展大棚葡萄种
植袁有效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遥

吕兵兵摄

银近日袁贵州省册亨县大寨村村民在展示布依族织布和刺绣技艺遥 布依
土布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袁是布依族文化的重要象征遥 近年来袁册亨县
推动刺绣产业发展袁深化东西部协作成果转化袁以市场为导向袁以织布尧刺
绣尧扎染和民族服装服饰为重点袁引导全县广大妇女袁依托布依刺绣技艺袁变
野指尖工艺冶为野指尖经济冶袁取得良好成效遥 目前袁通过示范带动袁册亨县布依
刺绣合作社尧小作坊快速发展袁已发展到 150 多家袁传统手工艺从业者也增加
到 2000 多人遥 刘久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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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岁的谭发春是重庆市奉节县永
乐镇大坝村种植脐橙的果农遥 随着奉节
县近年来不断发展脐橙特色产业和乡
村旅游袁谭发春的儿女们也加入了卖脐
橙的行列遥 谭发春老两口负责种植自己
1000 多棵果树袁他的儿女负责在线上电
商销售遥 一年下来袁谭发春靠脐橙所产
生的利润就有 20 万元左右遥

谭发春是奉节县种植脐橙果农的
一个缩影遥 近年来袁脐橙产业的发展也
盘活了当地的旅游服务业袁带动了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袁为当地群众增
收致富开辟了一个新渠道遥

花果同树 赏花经济成为时尚
脐橙花香飘百里袁 沁入心脾惹人

醉遥 4 月 15 日下午袁记者一行来到位
于奉节县长江南岸的大坝村袁一下车
便闻到一股花香扑鼻而来遥 满山遍野
的脐橙果树上开满了白色的脐橙花袁
金黄的脐橙尧白色的脐橙花尧绿色的

枝叶形成了壮观的 野花果同树冶 的景
观遥

据大坝村村支书熊云波介绍袁野花
果同树冶景观每年都会在 3 月尧4 月呈现
出来袁 是周边群众春游的热门 野打卡
地冶遥 野全村面积 21 平方公里袁脐橙种植
面积 1.2 万亩遥 去年被评为全国特色产
业亿元村和重庆市绿色示范村遥 冶熊云
波说遥

2016 年熊云波刚当选村支书时袁大
坝村村民还是依靠单一卖脐橙为主要
收入袁5 年过去袁今天的大坝村不仅靠科
技成本提升了脐橙的品质尧 降低了成
本袁更拓展了产业链条袁乡村旅游也红
火起来院休闲采摘尧垂钓尧餐饮噎噎这些
体验性功能的增加使村民们实现了多
渠道增收遥

据了解袁奉节县共种植奉节脐橙 40
万亩袁今年清明假期期间袁大坝村共接
待游客千余人袁通过游客采摘尧购买脐
橙尧餐饮服务等增收几十万元遥

诗城孕育诗橙 读脐橙书吃脐橙饭
奉节古称夔州袁距今有 2330 余年的

建制史袁因野奉公守节冶而得名袁因野奉节
脐橙冶而驰名袁因野中华诗城冶而扬名遥

野我们打造了 2 个国家级美丽休闲
乡村尧19 个市级美丽宜居乡村尧30 个特
色产业小镇尧20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袁
形成了以三峡原乡尧三峡第一村尧龙门客
栈尧龙桥河等为牵引的 23 个 A 级景区集
群遥 冶在奉节县举办的 2021 中国美丽乡
村休闲旅游行渊春季冤推介活动上袁奉节
县县长祁美文说遥

目前袁 全县建成全国美丽休闲乡村
2 个尧市级示范乡镇 4 个尧示范村 10 个尧
示范点 21 个袁A 级乡村旅游景区 23 个袁
星级农家乐达到 151 家遥2020 年袁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 886 万人
次袁 同比增长 30.2豫曰 累计收入 40.3 亿
元袁同比增长 30.7豫遥

以全域旅游理念做强产业尧 做美产

区尧做优产品
野诗词大会冶野十元纸币背景取景

地冶野花果同树冶作为奉节县发展休闲农
业的三张野王牌冶袁吸引了八方游客慕名
而来游客量持续多年增长遥

随着游客量不断增长袁 奉节县如何
打出乡村旅游过硬品牌钥祁美文介绍袁奉
节县因地制宜布局高尧中尧低野三带冶产业
推动野四季游冶袁打造田成方尧树成行尧路
相通的美景新田园袁打造一户一处景尧一
村一幅画尧一线一风景的美丽新村庄遥

不仅如此袁品牌的发展还得益于文
化元素的赋能遥 野白帝橙冶野归来三峡款冶
野诗仙李白款冶野诗圣杜甫款冶 等特色旅
游商品在奉节县也成了热销的特色旅
游商品遥 记者在走访白帝橙景区尧三峡
景区尧夔州博物馆等地时发现袁这些产
品均有销售袁且不时有游客驻足购买遥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唐双
福表示袁 去年全年乡村旅游综合收入达
到 658 亿元袁接待游客稳定在 2 亿人次遥

四川遂宁一年来复耕 13.89 万亩撂荒地

荒地变良田 农民心里甜
阴王永战

铺平的新土袁一层层叠在山坡上遥 远处袁拖拉机的
轰鸣声回荡在山间谷地遥野好啊袁撂荒地又用起来了遥冶范
华风瞧着眼前的景色袁心里乐开了花遥

77 岁的范华风家住四川遂宁市射洪市金华镇伯玉
村袁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遥 野农家人最见不得地荒袁这
两年一看见满是杂草的撂荒地袁心里那个恼火遥 冶

伯玉村党总支副书记冯勇说院野全村一共 600 多人袁
2/3 左右外出务工袁 加之地块零碎尧 效益低袁 也就撂荒
了遥 冶他说袁最多的时候袁被撂荒的耕地约有 800 亩遥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张羽也颇感棘手遥 野遂
宁是外出务工大市袁外出务工人员占农村劳动人口近七
成遥截至 2020 年初袁撂荒地超过 21 万亩遥冶这些数字袁他
越算心里越急遥

2020 年 3 月 2 日袁遂宁市出台关于撂荒地复耕工作
的意见袁给出解决方案院发展集体代耕尧业主代耕等多种
复耕模式袁鼓励土地流转袁引导农户前 3 年免除土地租
金和分红袁接下来两年土地租金和分红减半遥 当年袁遂宁
定下一个目标院复耕 20%以上的撂荒地遥

伯玉村请来了美来源合作社代耕袁可一开始村民的
工作并不好做遥

野很多村民不相信代耕能挣钱袁有的甚至不在乎耕
地是不是撂荒遥 冶冯勇和村干部跑遍了家家户户袁又挨个
给在外务工的人打电话袁前后组织村民开了 12 次会袁还
带着在家的村民到外村参观撂荒地复耕遥 去年 10 月袁这
件事终于落定遥

野坡上这地袁路边的还好袁里面的那一片袁地不平袁实
在不好种遥 冶范华风说袁两个儿子在外务工袁自己就和老
伴在家种点儿菜遥 听说有合作社愿意代耕袁3 年以后还
有租金收入和分红袁他第一个站出来支持遥

美来源合作社理事长徐波介绍袁撂荒地复耕要经过
打草尧旋耕机旋耕尧生土翻犁尧施肥等多个环节袁前后要
花上两三个月时间袁 平均每亩地需要投资 300 到 500
元遥

那到底划不划算呢钥
野复耕一亩撂荒地袁种植玉米尧小麦和高粱等作物袁

一年能挣 700 元袁参与撂荒地复耕还能享受农机作业补
贴遥 冶徐波掰着指头算账袁美来源合作社已经参与流转
3000 多亩撂荒地袁加以复耕袁野政策好袁未来有经济效益袁
后续农户也有分红和土地流转收益袁一举多得遥 冶

野在大英县和安居区等地袁我们还探索出由村集体
代耕撂荒地的模式遥 冶张羽介绍袁由村集体代耕袁既能壮
大集体经济袁也解决了土地撂荒问题遥 当地还积极引导
农户自主复耕袁为其免费提供优质良种袁并签订购销合
同袁解除后顾之忧遥 一年来袁遂宁已复耕撂荒地 13.89 万
亩袁占比达 64.93%袁远超 20%的设定目标遥

诗城的“橙与远方”
要要要重庆市奉节县脐橙产业盘活了休闲观光农业

阴王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