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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
多！60种桑葚任选

近日，铜梁区大庙镇三品村茁源生态农业
示范园里，1000余亩桑葚已陆续成熟，60多个
品种正等待着人们采摘。

桑葚味酸甜，既可以鲜食，还可入药和酿
酒，具有良好的食药用价值。该示范园的所有
桑树不施化肥，不喷农药，确保了天然绿色无公
害。市民进入桑园内可以品尝和尽情采摘，最
后按采摘的重量结算。

联系人：苏先生；电话：13808332999。
铜梁融媒体中心 赵呈荣

渝北
甜！300亩枇杷熟了

近日，渝北区洛碛沙湾村枇杷基地挂满了
黄澄澄的果子，十分诱人。

沙湾村种植枇杷300余亩，主要有五星、
牛奶枇杷等品种，按照每亩可采摘3000斤枇
杷、每斤枇杷 5元计算，每亩可以收入 1.5 万
元。村民欢迎大家前去采摘、品尝，同时赏风
景，享野趣。

联系人：张禹梅；电话：13062321777。
渝北融媒体中心 张泽美

巴南
美！2000亩玫瑰绽放

赏阅满园芬芳，醉入旖旎花海。近日，位于
巴南区的洛莎玫瑰园里，上千种玫瑰、月季已经
竞相绽放。

玫瑰园有1000多种玫瑰、月季，其中更有
不少珍稀品种。园内打造了婚礼花园、万花
镜花园、法式花园、薰衣草山岗、初恋花丘等
10多个小型花园，随手一拍就是一幅美轮美
奂的画。五月是最佳赏花期，游客入园费为
50元/人。

联系人：简老师；电话：18182356283。
巴南融媒体中心 张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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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选 案 例 ⑧

候 选 人 物 ⑧

涪陵
辣椒“漂浮育苗”长得好

近日，在涪陵区龙潭镇蔬菜基地辣椒苗培
育大棚，“漂浮育苗”的辣椒苗长势喜人。

“漂浮育苗”就是将秧苗种于泡沫盘内、
漂浮在营养池上。与传统育苗相比，“漂浮育
苗”方法更简单，秧苗质量更高，也更易移栽，
不仅杜绝了苗期土传病害的发生，还可以减
轻不良环境对辣椒苗的影响。

经过两年的试验，今年该镇大面积推广辣
椒“漂浮育苗”技术，培育约300万株辣椒苗。
起苗后，这些辣椒苗将由该镇政府出资统一购
买，再由育苗基地配送到每村每户。

龙潭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这
批辣椒苗全部移栽后，全镇将有1500亩辣椒，
按照2000斤一亩计算，总产值大约600万元，
平均一亩地就能为椒农增收2000元。

涪陵融媒体中心 陈红宇 蒋欢

奉节
“三峡第一村”开园

为充分挖掘“山水田园”乡村资源特色，日
前，奉节县“三峡第一村”田园综合体（第一期）
正式开园。

三峡第一村位于奉节县永乐镇，距离县城
20公里，是瞿塘峡景区重要组成部分，它借势当
地白帝城、瞿塘峡、三峡之巅等景区，围绕“瞿
塘”两岸，融入大三峡，建设三峡户外、生态、文
化、乡愁体验基地，着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项
目。

开园后，市民可品尝三峡原乡美食瞿塘乡
厨、瞿塘橙园火锅，体验原始田园景观、三峡古
盐道骑马、瞿塘峡极限运动飞拉达·铁道式攀
岩、少儿攀岩、玫瑰观光园、徒步瞿塘峡、房车
营地等配套项目。

奉节融媒体中心 刘滨清

万盛
云端花海马拉松16日开跑

近日，笔者从万盛经开区体育产业发展
中心获悉，2021万盛云端花海马拉松将于5
月16日在万盛黑山谷游客中心鸣枪起跑，目
前，报名通道已开启，报名时间截止到5月 8
日。

本次马拉松赛分为企业家组和社会大众
组两个组别。其中，企业家组共设置了马拉松
和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社会大众组共设
置了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组、迷你马拉松三个竞
赛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赛道围绕万盛
黑山旅游度假区设置，参赛者从黑山谷游客
中心出发，沿途将经过黑山谷景区、丛黑公路
等景点地标建筑，参赛选手在畅快奔跑的同
时，还可以领略山清水秀、百花齐放的万盛春
景。

万盛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本报记者 吴秀萍

“嘭嘭嘭”砍竹，“唰唰唰”划蔑，经篾片打
方底，四方对角插竹片，层层加篾后再以浑圆
的竹条锁口……

垫江县沙坪镇毕桥村箩篼湾69岁的黄俊
成对编箩篼的流程再熟悉不过。当地村民编
织箩篼售卖以补贴家用，因此才有了“箩篼湾”
的小地名。

而今的箩篼湾，入口便是一座以竹子搭建
的拱门，一盏盏箩篼形状的太阳能路灯高高树
立在路旁，一座座白墙灰瓦的院落村舍整齐排
列。湾里一步一景，连打卡的游人也成为一道
流动的风景。

然而，这里也曾经是一个“空壳村”，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产业，村里的劳动力大多选
择外出打工，风景怡人的箩篼湾孤独地美丽着。

转机出现在2013年。国家级杂交水稻种
子生产基地在垫江县落地，毕桥村成为基地的
核心区域，从传统的水稻种植向水稻制种转型，
绿色发展之路逐渐起步。村民黄中华至今还会
向游人热情地介绍：“袁隆平团队的专家在我们
村里待了很久呢！”一片片良田恢复绿色生机，
稻香飘送，村庄开始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2018年，垫江县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毕桥村跻身5个县级试验示范村之一，当地成
立村集体经济组织——毕桥乡愁旅游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桥公司），从承办乡愁

旅游文化季等节庆活动，到鱼塘管理、小卖部
销售、微菜园运营、农家乐经营等，一应俱全、
多点开花。全村682户村民以土地入股，大家
平日到毕桥公司务工，年底还能享受分红。

近几年周边建设项目多，毕桥公司业务成
为带动村民增收最直接、最快捷的渠道，公司
每月用工量稳定达到1000人以上。目前，村
民的年均收入已经从前几年的约1.3万元增
至2.8万元。

村民素质美才是美丽乡村最靓丽的景致。
钱袋子鼓起来之后，如何促成村民养成良好的
清洁卫生习惯，如何保持院落的干净整洁？

村里通过召开党员干部会、村民院坝会、
村干部入户宣讲等方式，提高村民思想上的认
识。针对群众文明习惯改变难、思想接受慢等
实际情况，村里细化实行“五看一比”治理方
式。一系列探索实践后，毕桥村先后获评中国
最美休闲乡村、全国文明村等荣誉称号。

美丽的景色背后掩不住的是乡愁。吸引
了人气后，要做出特色，还必须用文化来铸
魂。上圆底方的箩篼，包容规矩，当地提炼了

“勤劳、善良、包容、坚韧”的箩篼精神，依托箩
篼湾的历史，以乡愁文化为核心理念，大力发
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打造一个“四季花开
的村庄，没有围墙的公园”。

“五一”期间，毕桥村接待游客近3万人
次，一处院落、一段小径、一缕阳光，都定格为
游人记忆里最难忘的片段。

淳朴的黄俊成敞开家门，乐呵呵地端出一
缸自制的茶水，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本报记者 栗园园

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武隆区堰塘村旅
游接待人数再创新高，2万余人次到这里休闲
玩耍。

而就在3年前，这个距武隆城区和仙女山景
区仅十余公里、地理位置优越的村子，却是一个
贫困村，440户村民中有贫困户81户290人。

那时的堰塘村，支柱产业缺乏、劳动力稀
少、闲置土地多，村民看不到希望，也没有多少
发展动力。脱贫攻坚工作该如何开展？村干
部们犯了愁。

变化始于2018年11月，堰塘至柏杨公路
修通，接通武隆城区至仙女山公路复线，堰塘
村到城区、景区的交通瓶颈被彻底打通。

这让来自区文旅委的驻村扶贫第一书记
陈渝看到了希望：“村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旅
游又是我的老本行，我有信心带领村民通过发
展乡村旅游脱贫致富！”

说干就干。村干部们开始分头走访，对
村里的闲置土地进行流转，在原有400亩翡
翠梨的基础上，又种植了李子，将经果林面
积扩大到2000亩。考虑到乡村旅游的发展
定位，他们又整治了150亩荒地，将其打造
成荷塘。

与此同时，借助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资
金，农房风貌改造、景观打造等一系列旅游配
套项目也在堰塘村陆续启动。

堰塘村的变化，吸引了投资者的注意。
2019年上半年，一家旅游公司主动找上了
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武隆城区，碧绿的乌江
也能尽收眼底，正是开设滑翔伞项目的绝佳位
置。项目很快便在堰塘村落地，一推出就吸引
了大批游客。

随后，为了进一步丰富游玩项目，村里
又在大塘社流转80亩平地，开设了沙滩车
项目，并在周边种上了梨子、油菜花；引进了
七彩陶艺工坊，利用武隆丰富的陶土资源，
一面进行陶艺研究，一面推广陶文化，不仅
吸引了游客前来体验，还带动了10余名村
民就业。

特色项目的打造，让堰塘村的旅游迅速发
展起来，2019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近11万元，
比上一年度增加10万元。

“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又增长至15万元，
今年的目标是20万元。”堰塘村支部书记杨晓
明介绍，根据游客反馈意见，今年村里将对沙
滩车项目进行改造，降低难度，让其更适应亲
子游玩。此外，还计划将村活动室周边的空地
利用起来，打造亲子游乐园，目前相关工作正
在推进之中。

周鸣鸣（正中）正在为学生讲解农耕知识。 （受访者供图）苏家奎（右）在花椒基地查看花椒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垫江沙坪镇毕桥村：

“空壳村”发展乡村游
武隆区芙蓉街道堰塘村：

贫困村变身“后花园”

堰塘村村民正在路边休憩。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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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选 人 物 ⑨
□本报记者 苏畅

“这几天雨水较多，大家要是看见花椒叶
片上出现橘红色小点，很有可能是出现了锈
病，要及时预防控制。”

5月4日，江津区蔡家镇福德村花椒种植
基地，区农业农村委高级农艺师苏家奎正在向
村民讲解花椒栽苗、施肥、修枝等技术要领，大
家听得很认真。

多年来，苏家奎深入田间地头培养种植花
椒技术人才，优化花椒加工工艺，开展花椒种
植试验示范，助力小花椒成为大产业。

花椒锈病主要危害花椒叶片，直接影响椒
树营养积累和花椒的产量及质量。对于这种
病害，在场的周德能深有体会。

“种植花椒的第一年，30多亩花椒树，有
一半以上都得了这种病。”周德能说，还好有苏
家奎对他进行技术指导，帮助他用药剂进行防
治的同时，还加强椒园系统管理，这才彻底清
除了病菌。

“对于不懂种植技术但想靠种花椒增收致
富的村民，我们每个月都会现场进行‘点对点’
的技术指导。”苏家奎说，他们还对江津区种植
花椒的“土专家”进行系统培训，让他们全面掌
握花椒种植技术知识。

在培养种植花椒技术人才的同时，苏家奎
还优化花椒采收和加工工艺。在传统的花椒
采收过程中，修剪和采摘是独立的两个环节，
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苏家奎将两个环
节结合，以带枝采摘的方式采收花椒，并研发
出枝果烘烤技术，将带有枝条的花椒直接送入
烤灶烘烤，大大减少了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

“我们还对烤干的花椒枝干和叶片进行二
次利用，花椒枝干粉碎后可做成食用菌的培养
基、生物活性炭和生物质颗粒燃料，花椒叶片
打成粉末后可作为猪饲料添加剂，延伸了花椒
产业链条。”苏家奎说。

从2017年起，苏家奎开展花椒种植试验
示范。他带领团队开展的“20个月实现从花
椒种子到亩产200公斤鲜花椒”试验已经小范
围成功，让花椒提前投产。苏家奎所开创的

“Y字形整枝”在花椒生产应用中实现增产
30%，“花椒零农药投入高产技术”试验也已获
成功，被广大椒农接受和使用。

目前，江津区花椒种植面积为56万亩，产值
达32.5亿元，“江津花椒”品牌价值达到59.35亿
元，带动62万花椒种植农户人均增收5000余元。

此外，苏家奎还助力发展骨干加工企业
30家，开发江津花椒4个系列7大类46个品
种，带动了江津区 70%的脱贫户户均增收
4000元。

江津区农业农村委高级农艺师苏家奎：

科技助力 小花椒成大产业

□本报记者 赵伟平

4月30日，在由璧山区农业农村委组织的
生态市集主题活动交流会上，西南大学卢作孚
研究中心副主任周鸣鸣，为现场20多位村民分
享了卢作孚在乡村建设运动所做的贡献：当年
卢作孚在北碚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可以为我
们今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和参考。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兼善文
化，是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在北碚进行乡村建设
运动的文化追求。作为弘扬和传承卢作孚“兼
善”文化的践行者和推广者，周鸣鸣一年要在
全国各地做数十场这样的分享会，目的就是让
兼善文化为乡村振兴赋能。

周鸣鸣今年72岁，自1982年开始，先后在
原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担任政治辅导员、党总
支副书记、党总支书记。由于工作原因，周鸣
鸣对卢作孚倡导的“兼善”文化一直有研究，后
来还成立了卢作孚文化研究中心。

2014年，退休后的周鸣鸣没闲着，利用教
学所长和对卢作孚文化的研究，带领西南大学
500多名学生走进北碚乡镇、村社，开展农村教
育研究。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农村子女教育问
题、农民对科技的期盼等问题尤其突出。

为把卢作孚“兼善”的教育思想与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培育大学生和社区民众的家国

情怀相结合，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问题，在
周鸣鸣的倡导下，团队创建了校地共建的农村
社区兼善儿童学校、农村社区兼善文化课堂、
城乡社区“兼善文化课堂”等。

她把课堂搬到乡村，组织培训大学生志愿
者下乡，开展调研、支教和文化活动，并因地制
宜创作了村歌、社歌和舞台情景剧。她针对性
地选编教材，为村社居民开设文化课，配合社
区探索居民自治管理。

张蔓是兼善文化课堂的一位志愿者。去
年暑假在蔡家岗街道巴渝农耕文化博物馆兼
善文化课堂上课。班上有个叫小星的孩子，没
自信，不敢交朋友，常常是一个人默默坐在旁
边看别人玩。

张蔓主动找小星聊天，下课后又送他回
家，与他一起看课外书，辅导他做作业。慢慢
地，小星变了，不仅经常主动举手回答问题，还
积极参与联欢会上的演出。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如今，周鸣鸣团队
已累计组织培训辅导大学生志愿者12批，
1000余名到北碚、重庆其他区县和四川的15
个乡镇（街道）、村（社区）开展了50余批次兼善
文化活动。

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一员，周鸣鸣说，她
将把“兼善文化课堂”一直办下去。接下来，她
还将立足“兼善生态美农场”，持续推进乡村生
态农业发展试点工作，同时联合四川美术学
院，开展美丽庭院建设，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鸣鸣：

扎根乡村 传播农耕文化

箩篼湾成为没有围墙的公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