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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随县三里岗镇区出
发，沿着蜿蜒的刘尚公路向东北方向驱
车 15公里，记者来到人称“世外桃源”的
栗树嘴村。走进村里，悠闲静怡的农家
院落，山清水秀的村庄环境，一幅宜居
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图景铺展开来。

曲径通幽处，景色花木深。攀登在
崎岖的高山上，阵阵清脆的鸟鸣，在山
谷间回荡；放眼望去，乡下田野绿意葱
茏、生机盎然，成片的果园、整齐的大
棚，村民在田间劳作，笑容挂在嘴角、幸
福写在脸上……

眼前的美好并不是一蹴而就，栗树
嘴村也有过“拿不出手”的时候。和许多
乡村一样，栗树嘴村也曾面临产业不振
兴、农民不增收、农村没活力的窘境。

栗树嘴村由原毛家冲、彭家河两个
村合并而成，总面积 22 平方公里，辖 5
个村民小组、805 户、3168 人，拥有耕地
3200亩、山林 2.5万亩，是三里岗镇典型
的“边远村”。

“我们村能有今天的变化，得益于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强力推动，靠的
是集体经济同特色产业的深度融合。”
栗树嘴村党支部书记彭海鸥一语中的。

近年来，栗树嘴村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牢抓产业振兴“牛鼻子”，合理
调整产业布局，大力推进智慧农业、集
体经济、休闲旅游、生态文明等建设，积
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子，不断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筑牢乡村振兴基石，逐步实
现村美业兴民富。

栗树嘴村的村民素有种植香菇习
惯。但因技术传统、种植零星，没有形成
一定规模，菇农只是将少量的香菇拿去
集镇上坐摊叫卖，只能换点“油盐钱”。

如何让传统产业发展壮大，焕发出
活力？怎样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让
群众生活富裕？栗树嘴村从一朵小香菇
抓起，坚持“示范带动、集中连片、规模
发展、品牌优质”的原则，培育发展香菇
产业，加快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走进随县谷山珍香菇种植专业合
作社菌料加工车间，十几名工人正在给
菌料预湿、装袋，忙得不可开交。

从生产菌料车间来到香菇大棚，放
眼望去，一排排大棚，十分壮观。彭海鸥
告诉记者，谷山珍香菇种植合作社优化
种植结构，示范带动农户加入香菇种
植，从而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产品附

加值。按照“培植龙头、建立基地、发展
合作社、带动农户”的思路，实行“基
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统一
规划、统一种植、统一收购、统一销售，
努力打造特色香菇产业链，切实把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仅今年上半年，合作社种植香菇 20
万棒，吸纳 5 个困难户合作种植, 已创
收 100多万元。

来 到 五 组 彭 守 军 的 香 菇 种 植 基
地, 他正在大棚内给菌棒注水。“今年
我种植香菇 3 万袋，已创产值 36 万元，
纯收入 15 万元。”彭守军高兴地对记者
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截至目前，栗
树嘴村共种植香菇 126 万棒, 创产值
2500多万元,纯收入达 600万元。

产业兴，才能带动乡村兴。只有夯
实产业根基，让乡村具有“造血”功能，
才能激发村民自身的内在动力和蓬勃
活力。近年来，栗树嘴村着力做大做强
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动力。目前，该村建成 300亩油茶基
地、200 亩杉树基地，栽植白杨树 5 万
株，建成 50千瓦光伏发电站。去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达到 30多万元，农民人均收
入突破 18000元。

行走在栗树嘴村，通畅的村道、清
澈的池塘、自然的景色、悦目的墙绘
……无论是村头还是巷尾，都给人一种
自然、整洁、舒爽的感觉。

“这两年，村里变化很大，房前屋后
搭起了小园子，种菜、种花、种果树，不
仅改善了人居环境，还美化了村容村
貌。”村民杨正友正在家门口的菜园子
里种菜，见到记者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说起村里的变化。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
村社会文明和谐。近年来，栗树嘴村不
断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
专项整治行动，扩宽硬化乡村道路 6 公
里、修桥 7处、整治塘堰 15口、维修除险
水库 2座；栽植景观树木 2万株、新建公
厕 2个、农户改厕 197个……

奋楫笃行，蓄势待发。栗树嘴村举
起如椽大笔，擘画着美好的新图景。记
者看到, 这个人称“世外桃源”的山村
正在发生着嬗变，一条农业兴、农村美、
农民富的道路越走越宽。

绿色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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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

走进乡村看小康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翠荫葱茏，鸟啼雀鸣。日前，记者
来到广水市陈巷镇兴河村，但见修葺一
新的幢幢民居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宽
敞硬化的水泥道路纵横交错，逶迤延
伸；枝繁叶茂的花果树木遍布山坡，浑
然天成……一幅“沃野绿绿花灿灿，青
山隐隐水迢迢”的美丽画卷铺展开来。

兴河村位于陈巷镇西南部的寿山
脚下，唐代著名“诗仙”李白曾隐居于
此, 写 下 了“ 床 前 明 月 光 ，疑 是 地 上
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千古
绝唱《静夜思》,至今广为传诵。

兴 河 村 曾 经 是 广 水 市 重 点 贫 困
村。如今，这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
偏远小村，在陈巷镇党委、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正利用境内富集的文旅资源，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全力打造广水
市生态“后花园”，已将远近闻名的“穷
窝子”，成功蜕变为 1300多位村民的“桃
花源”、外人羡慕的“聚宝盆”。

着力打造有故事、有乡愁的美丽乡
村。“兴河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统筹考
虑村庄的发展现状、村庄布局、历史文
化等因素，充分听取村民的意见，邀请
专家进行规划设计，蹄疾步稳地进行施
工，建成后村民们都很满意，都说家还
是那个家，但感觉却完全不一样，像走
进了花园里，我也特别有成就感。”兴河
村党支部书记丁国峰告诉记者。

走进绿树环绕的桃花湖畔，一盏盏
太阳能路灯在道路两侧整齐排列，粉红
色的紫薇花迎风招展；新建的文化广场
旁，一家家民宿客栈、农家乐，盛情地迎

接着远道而来的客人……
“这几年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环

境不比城里差。”村民汪存享高兴地对
记者说。

改 变 ，源 自 8 年 前 。 2013 年 清 明
节，该村在外成功人士、湖北三丰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魏以金回乡祭祖
时，看到家乡人口外流严重，田地大片
抛荒，环境脏乱不堪，心痛不已。

“寿山可是大诗人李白《静夜思》的
发源地啊！”魏以金暗下决心，一定要改
变家乡落后的面貌。修道路、整堰塘、
绿荒山，并委托相关单位编制了《湖北
广水寿山田园度假区旅游总体规划》，
致力把兴河村打造成集田园观光、生态
体验、寿山文化、李白文化、休闲度假等
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2.2 万平方米的中心广场建起来
了，与整修一新、扩容三倍的“桃花湖”
相互辉映。广场四周，建起了一座仿古
戏楼和七八家农家乐餐馆，每逢节假
日，周边游客慕名而来，好不热闹。魏
以金把“我爱广水”四个大字立在村里
醒目的位置，提醒着自己牢记当初的诺
言。

从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蜕变为人人
称道的幸福村，魏以金把对家乡的爱洒
满故园大地。截至目前，兴河村通过三
丰集团帮扶、各级财政支持和合作社社
员筹资，已累计完成投资 9000 余万元，
新修道路 50 余公里，整修堰塘 19 口，安
装太阳能路灯 500 余盏，栽植景观树 4
万余株，新建村民休闲广场和戏楼一
座，发展农家乐、民宿数十家……

在村文化广场旁的一家酒楼里，村
民魏红菊正忙前忙后招呼客人。她说
自己以前在外面打工，看到村里旅游开
发前景可观，就回来开了个餐馆，每到
节假日，周边武汉、孝感、随州、信阳很
多客人到这里来游玩。

每到桃花盛开时节，兴河村就会呈
现出一片花的海洋；果子成熟时，便会
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并通过电商平
台销往全国大中城市。三丰公司与中
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合作，大规模
发展兼具休闲观光与经济价值的桃产
业，新栽种桃树 3000 多亩。另外，还种
莲藕 50 多亩，种油菜 1000 余亩，采摘园
100余亩。

常驻该村的湖北三丰旅游有限公
司办公室主任陈郧飞告诉记者，依托近
几年建设的 3000 亩桃林，公司已建成
200 立方的冷库一座，建设生产桃汁饮
料、桃肉罐头、桃肉果脯等桃产品深加
工工厂一座。公司将进一步挖掘李白
文化，在生态观光产业发展上下功夫，
通过旅游开发合作社，带动村民发展旅
游经济，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借力美丽乡村建设，兴河村已形成
沿桃花湖一圈的桂花大道、紫薇大道、
樱桃大道、山楂大道等花道景观，铺放 8
块大型景观石，交通四通八达。

村庄美、产业兴、村民富。登上兴
河村委会背后山坡上的观景台，千亩桃
园绵延不绝；放眼远眺，传说中的寿山
就在眼前；《静夜思》里，浓浓的乡愁跃
然心头。

《静夜思》里觅“乡愁”
——广水市陈巷镇兴河村美丽乡村建设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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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莉、王华）随县
新街镇联合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

“党建+”建设为抓手，全面提升党组织政
治功能和服务能力，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路。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载体。联合
村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依托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引进一批
生态农业项目，大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投入资金 10 万元，兴建了一座 50 千瓦的
光伏发电站，每年可创集体收入近 3 万
元。积极筑巢引凤，引进联星生态、丰林
种养等 5 家农业公司和专业合作社，发展
养牛 1500头、养鸡 3万只、养鱼 1500亩，种
植优质黄桃等水果 2000亩，年增加集体收

入 15 万元，带动困难户就业 100 人，产业
人均增收 2 万元。为方便村民销售水果，
投资 32 万元，兴建了一个 350 平方米的林
果交易中心，有效地解决了水果贮藏保
鲜、外运成本高、销售价格低的难题，深受
广大农户好评。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联合
村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为乡村
的全面和持续振兴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
障。以乡情乡愁为纽带把人才“引回来”，
积极引导外出务工人员、退伍军人等各类
人才回归，先后引回 11 名能人回乡创业，
返乡人才个体投资开办农家乐 3 个，实现
营业额 90 多万元，利润达 30 余万元；引导
本地困难户依托现有条件，抢抓发展机

遇，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农产品市
场分析、策划和营销等方面技能，兴办种
养殖专业合作社 5 家，培育了一批本土致
富带头人。

联合村始终致力于推动乡风文明和
乡村文化建设，因地制宜建设文化阵地，
极大地满足了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积极探索居民自治的社会治理模
式，村“两委”干部按照“排班表”，为群众
提供优质服务。建立健全了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重大事项、
重大问题、重点工作一律按照“四议两公
开”程序执行。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
娱乐活动，积极引导村民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自我约束，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该
村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农村生态环
境，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硬化村级道
路 15公里，实现道路硬化组组通，到户率
达 95%；积极开展垃圾分类试点，聘请
长期环卫工 6 人，投放分类垃圾桶 200
个，保障了村容村貌整洁有序。将全村
道路划分党员管护责任区，由党员自主
认领一段道路为各自的责任区，自觉维
护责任区内环境卫生，管护责任区的好
坏与党员干部年终考核直接挂钩。扎实
推进“厕所革命”，全村建公厕 5 个，农户
改厕 135 户，三级化粪池覆盖率达到 90%
以上，整修塘堰 15 口，全村安全饮水率达
100%。

兴办特色产业 打造宜居村庄

联合村坚持党建引领推进乡村振兴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黄峰、吕忠敏）广水市城郊街道八里岔村
坚持用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发展，按照“制定好规划，找准好路子，壮
大村集体，造富老百姓”的发展思路，通过盘活资金、资源，撬动“合
力”，发展步入了快车道，村集体经济也随之“牛”了起来。

近年来，八里岔村有效整合财政专项资 300万元，撬动社会资
金 1000多万元，在全力打造美丽乡村的同时，积极发展特色产业，
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引回能人投资 300 万元，建成高标准大棚火
龙果基地 100亩，村集体年可增收 3.5万元；流转山场 150亩发展茶
叶产业，村集体年增收 1.5万元；流转耕地 20亩，种植富晒葡萄，集
体年可增收 5500 元；绿化荒山 120 亩，栽种景观树木 22000 株，集
体年可增收 1.2 万元；新建 150 千瓦光伏电站，村集体年收益 10 万
元以上；引回能人投资 400万元，建成 5万只规模养鸡场，集体年可
增收 3万元。

民生事，头等事，村级集体有了钱，八里岔村用心用情用力改
善民生福祉。近年来，该村完成道路硬化刷黑 6.7 公里，兴修清淤
当家塘 16口，清淤渠道 5公里，安装太阳能路灯 60盏，并建成 1000
平方米的村民文化广场。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朱巍、张波）9 月 1 日，在广水市余店镇先
觉庙村党群服务中心东侧的山坡上，两台挖掘机正在作业，几名村
干部和村民正忙碌地清理杂树杂草。

“这一块山地有 80多亩，以前都是杂草丛生，去年村里从群众
手中流转过来，进行翻耕种植桃梨，预计年可增加村级集体经济 3
万元以上，还能很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同时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增收。通过努力，我相信荒山一定会变成花果山、金银山。”先觉庙
村党支部书记刘有波充满信心地说。

该村地处先觉庙库区。如何用绿色生态这把“金钥匙”，打开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崭
新天地？为此，该村紧抓机遇，把发展绿色生态与乡村振兴相结
合、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相结合、与文化旅游相结合、与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相结合，找准特色、放大优势，让绿色生态经济有看
点、有卖点。

近年来，先觉庙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发展
特色农业产业，让荒山库水绿起来、活起来，村民富起来。结合村
情，大力发展油茶、桃梨、板栗、水产等特色种养殖业。截至目前，
该村共种植油茶 600余亩，已产生经济效益；新建板栗基地 300亩，
80%的板栗树已经挂果；兴建果园 150 亩，栽植优质桃、梨树苗
4000 多株；在荒坡荒地、道路两侧、房前屋后，栽植桂花、红叶石
楠、樟树等景观树 12000多株。同时，开发水面 500余亩，发展水产
养殖，全村实现特色产业全覆盖。绿色产业蓬勃发展，让先觉庙村
山光水色正越变越美，富了农民，美了生态。

先觉庙村
绿色生态经济有“看点”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余洪涛、魏子钧）近年来，随县唐县镇致力
于从推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集体经济、绿色生态等方面齐发力，
助推乡村振兴“锦上添花”。

华宝山村是随县美丽乡村建设“精品示范村”之一。近年来，
该村整合扶贫开发、旅游开发、美丽乡村建设、生态移民、“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等涉农资金和帮扶资金 1600 万元，依托华宝山独特
的地形地貌和千年古枣树群落，进行规划设计、包装改造，致力打
造乡村休闲观光旅游基地。扩宽村内路段及华宝山景点 5.2 公里
路基，让车辆正常通行；整治九里堰、圆墙湾、申家湾三处自然环
境，整修湾内道路、新建垃圾池、绿化植树和墙壁刷白等工程；硬化
活动中心广场，购置健身器材，修建停车棚；购置垃圾箱，配备垃圾
车，聘请清洁工。经过全力打造，已形成华宝山主峰登山旅游风景
线路、千年古枣树群落摄影基地、特色文化景观公园、桃花岛、农耕
文化体验园、露营基地、民宿美食、旅游产品销售等游乐区，撬动了
当地群众对乡村旅游业的投资和参与，山村面貌焕然一新，乡村经
济高速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

借力美丽乡村建设，华宝山已成为中国摄影基地和周边乡村
游的首选地。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陈炯）初秋时节，在曾都区万店镇小河沟
村里：一排排整齐的蔬菜大棚，大棚内一片翠绿，大棚外人声鼎沸，
菜农正在熟练地将刚刚采摘的黄瓜、茄子等新鲜蔬菜打包装箱，运
往全国各地。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近年来，小河沟村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蔬菜产业，按照“百亩示范、千亩引领”工作
思路，高标准建设 200个蔬菜大棚，占地面积共 2000亩。基地除了
建设蔬菜大棚，还建有蔬菜基地观景台、交易平台等。

为了更好地管理蔬菜产业，该村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为
农户提供品种选育、种苗提供、技术推广、标准化生产、蔬菜包装等
服务。今年，全村蔬菜预计实现产值 1200万元，带动 200户村民参
与蔬菜产业化经营，户均蔬菜种植收入达 5万元以上。同时，示范
带动周边 5000亩蔬菜大棚种植，带领农户共同致富。

小河沟村
蔬菜种植成村民致富“金钥匙”

华宝山村
美丽乡村建设“锦上添花”

八里岔村
集体经济“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