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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盛金堰村：
多种时令蔬菜可订购

近日，万盛经开区金桥镇金堰村农业蔬菜大棚
基地，丝瓜、辣椒等新鲜蔬菜陆续成熟，村民们热火
朝天地进行采摘、分装，一派繁忙景象。

金堰村农业蔬菜大棚基地占地约30亩，蔬菜大
棚共计40个，种植了辣椒、茄子、南瓜、西红柿、苦
瓜、丝瓜等10余种蔬菜。

基地一年四季都有蔬菜生产，这个时节的应季
蔬菜比较多，每日可采收1000斤左右，欢迎大家到
现场采摘订购，也可以电话联系，当天采收当天运
输，确保市民能够吃上新鲜蔬菜。

联系人：冉茂松；电话：15803019700。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潼南郭坡村：
20多种桃子等你摘

眼下，位于潼南区柏梓镇郭坡村贵妃桃园的桃
子已经成熟，欢迎大家前往采摘。

贵妃桃园种植面积近千亩，有贵妃桃、黄桃、蟠
桃、水晶蜜桃等20余个品种。桃的成熟期从5月中
旬一直可持续到9月底，每个月都会有不同品种的桃
子成熟。采摘门票价格：10元/人，入园可任意吃；采
摘价格：10/斤。

联系人：李金全；电话：15823330692。
潼南融媒体中心 徐旭

綦江梨园村：
千亩杨梅邀您尝

“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疑一颗值千金。”在綦江
区石壕镇梨园村，满山杨梅树枝繁叶茂，乌红或紫
黑色的杨梅新鲜诱人。

近年来，梨园村村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将杨梅
产业与乡村旅游有机融合，有效促进当地村民就业
增收。目前，该村共种有杨梅近1000亩，今年预计
产量5万余斤。日前已正式开园采摘杨梅，采摘期
将持续至7月上旬。

联系人：周先生；电话：15123988003。
綦江融媒体中心 赵竹萱

铜梁高楼镇：
烘烤新技术助椒农增收

“自从采用了电力和生物质燃料烘烤花椒，烘
烤均匀了，籽粒的成色变好了，价钱也提高了不少，
客商争着来购买。”6月16日上午，在铜梁区高楼镇
盘石村专业合作社花椒加工车间，正在检查质量的
村务专干周辉英高兴地介绍。

以前，各村采用煤炭烘炕花椒，火力先猛后缓不
稳定，花椒受热不均匀，导致烘烤的饱满度不一，颜
色也有深有浅，影响了花椒的品质和商品性，在市场
上卖不起好价钱。今年高楼镇引进电力和生物质做
燃料的新技术，一键操作，智能控制，解决了过去烧
煤燃力不稳的问题，大大提升了花椒的外观和内在
的品质。去年用煤炭烘炕的花椒每斤价格在18元左
右，今年卖到38元一斤。

在宽敞的车间里，周辉英抓起一把长圆型颗粒
燃料介绍，这些燃料由农作物秸秆、树枝落叶粉碎
后压制而成，不但变废为宝，而且还净化和保护了
农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

铜梁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彭水桂花村：
养好中蜂壮大集体经济

近日，在彭水区靛水街道桂花村中蜂养殖场，村
民正忙着对蜂群进行开箱检查，确保蜂箱干净整洁。

桂花村蜜源植物丰富，该村实行“党支部（村民
委）＋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由村集体出资13万
元，成立彭水县民桂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大力
发展中蜂养殖。目前，当地蜂群已达110群，今年预
计蜜蜂产量将超过800斤。

“去年我们村的蜂蜜以120元一斤的价格销售
一空。今年，在我们的精细管理下蜂群翻倍，预计
产量也将翻番。届时，我们将采取‘线上＋线下’的
销售模式，进一步开拓销售渠道，以产业振兴为抓
手，推动村集体经济不断做大做强，让村民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桂花村党支部副书记文鹏飞介绍。

彭水融媒体中心 刘毅

江津龙凤村：
肥美龙虾引客来

近日，江津区杜市镇龙凤村500多亩小龙虾已
进入成熟期，上市期将持续到10月份。该村还举办
了小龙虾美食文化节，不少食客慕名而来。

龙凤村因地制宜采取莲虾、稻虾连作式清水养
殖，小龙虾虾质干净、浑身透亮、体型肥硕、肉质鲜
美，形成了养龙虾、钓龙虾、吃龙虾的产业链。今年
的小龙虾亩产量将达到250多斤，亩产值在7000元
以上。

按照“农业+”发展理念，该村发展“千亩水产养
殖（小龙虾）、千亩中药材（枳壳）种植、千亩蔬菜基
地、千亩小水果、千亩花卉苗木产业”五个主导产
业，采取龙头引领、合作社带动、村民参与的模式，
打造产业集群，走出一条“特色生态效益农业”发展
之路。全村共973户，已经有600余户直接受益于

“五个千亩”计划。
江津融媒体中心 陈元媛 陈秋霞

““中国乡村旅游超级中国乡村旅游超级IPIP””来渝分享经验来渝分享经验

给重庆乡村振兴带来了什么启示
□本报记者 赵伟平

核心提示
6月12日，2021重庆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重庆国际博

览中心举行。各地专家和乡村振兴的践行者分享了前沿观察和实践经验。

其中，地处关中平原，有“中国乡村旅游超级IP”之称的陕西省礼泉县袁家
村，其发展路径十分值得解剖。在本次论坛上，中国乡村振兴袁家村课题组
组长宰建伟带来了袁家村《乡村生活综合体助推乡村振兴》个案分析。

乡村振兴，重庆发展潜力巨大。如何走好乡村振兴这盘大棋，绘就乡
村的壮美画卷？本期周刊，我们将以袁家村为个案，解读其成功密匙，剖
析其发展经验，探讨重庆乡村振兴能从中获得哪些启示。

对话嘉宾〉〉〉

丁忠兵 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
艾 丰 市农业农村委乡村产业处处长
吴文聪 垫江县大石乡党委书记
陶 涛 酉阳花田乡何家岩村支部书记

乡村产业发展要重视发掘农业
农村的多重功能

重庆日报：袁家村最开始卖的是一种乡
愁，一种生活方式，随后才是多种业态的产业
发展，那么我们在发展乡村产业时，如何跳出
产业发展产业？

丁忠兵：乡村产业发展要重视发掘农业
农村的多重功能。在我国，乡村不单纯是农
产品的生产空间，还是回归自然、充满乡愁的
生活空间，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悠久农耕
文明的活化展示空间，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生态空间。特别是在城镇人口越来越多、
人们收入水平越来越高的时代背景下，农业
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功能愈发显示
出其资源稀缺性和价值独特性。

同时，重庆不少山区农村虽在粮食生产和
大宗农产品生产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其自
然生态环境普遍较好，民风纯朴，传统生产生
活形态保存较完整，完全可以借鉴陕西袁家村
的产业发展经验，着力构建乡村生活综合体，
吸引城里人到乡村体验生活，将乡村旅游业打
造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引领产业、主导产业。

艾丰：重庆也有类似的“三产融合”的地
方乡村产业。比如涪陵榨菜、江津花椒、潼南
柠檬等，这些都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都发展
有从育苗到种植、加工、冷藏储存、销售运输、
农旅融合的全产业链，这些产业的培育发展，
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跳出产业本身来发展。

相比产业发展，其实我们更应该学习袁
家村通过村集体股份合作抱团发展产业、培
育产业、叫响产业的能力。结合实际，重庆针
对乡村产业发展提出了分层级建设产业集群
的思路，立足产业链延伸和产业功能拓展，建
设一批镇村产业上亿级、区县联动百亿级、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上千亿级的乡村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同时针对不同的经营主体，创
建相应的产业联盟和产业联合体，解决乡村
产业全产业链发展的各类问题，进而促进乡
村产业的高质高效发展。

吴文聪：大石乡与袁家村有着相似的历
史民俗文化资源，可以借鉴袁家村展示当地

人原生态生活和传统习俗的做法，做大乡村
旅游。大石竹编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已经被纳入了乡村振兴规划。大石乡有竹编
制作的历史传统，且至今还有部分村民有编
大石竹编的技艺，可以学习借鉴袁家村，向游
客展示这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同时通过三产
旅游倒逼二产大石竹编加工的规模化、产业
化。此外，借助农文旅规划，让大石竹编“走
出去”，变成享誉全国的文旅产品。

陶涛：何家岩村靠花田梯田和贡米成为
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我们还必须向袁家
村学习如何打造特有的乡愁符号，比如怎样
以原生态的土家吊脚楼、原汁原味的传统农
耕文化来吸引游客深度消费。

乡村产业发展需从产品经
济向体验经济转型升级

重庆日报：在发展过程中，袁家村的产业
经历了转型升级，这对重庆的乡村产业发展
有何启示？

丁忠兵：乡村产业发展要力争实现由产
品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型升级。体验经济是
以服务为依托，通过感觉和记忆使消费者对
某种事物或现象留下深刻印象或丰富感受的
经济类型。

同时，袁家村在发展乡村旅游业的过程
中不是简单地给游客提供观光产品、农特产
品、旅游纪念品，而是重点为城里人提供乡村
生活体验、农事体验、度假休闲体验，留下美
好感觉，让人们去了还想去，较好地实现了乡
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重庆不少乡村完全
可以借鉴袁家村产业发展经验，大力发展深
度体验型乡村旅游业，拓展盈利空间，增强可
持续发展能力。

陶涛：目前，在市级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队
的帮助下，何家岩村以花田梯田、传统农耕文
化、古寨等资源，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
村集体流转50多套闲置农房，打造乡村民
宿。同时，通过土地流转，村集体打造了一万
亩梯田，做大产业的同时，带动村民多渠道增
收。

村里还与酉阳旅投公司签署了何家岩乡
村旅游整体开发打造协议，准备修建露营基
地、景观玻璃栈道，打造精品乡村旅游产品。
同时把花田梯田和与之背靠的苍蒲盖大草原
打捆规划打造，建成休闲纳凉示范带。我们
还要打造一条长26公里的乡村旅游环线，游
客不仅能尝到花田贡米、土蜂蜜，还能游高山
草原、赏景纳凉、休闲度假。

向袁家村学习，重庆可在这几方面发力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是
一个只有62户、286人的小村子，曾是“点灯
没油、耕地没牛、干活选不出头”的“烂杆村”，
几乎看不到年轻人。

村子东西一条街，南北两排房，既没有
绿水青山的美景，也没有古镇老街的风
貌。从 2007 年开始，袁家村以村民为主体，
以村庄为载体，着力于去城市化、去景区
化、去商业化，全面恢复关中民俗，重建乡
村生活。游客全方位、零距离、多角度体验
乡村生活，真正实现“村景一体”，从而形成
独特的乡村旅游超级 IP 和知名品牌，旅游
总人数超过上亿人次，农民年人均纯突破
十万元。“袁家村模式”更是为其他地方的
乡村建设、发展和振兴，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和范例，成为中国农村近几十年罕见的现
象。

第一把密匙——
构建乡村生活综合体，展现原

生态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

袁家村成功打造了乡村生活综合体，这
是其成功的秘诀之一。

“乡村的传统习俗、村民的日常生活，
你能不能把它表现和反映出来，这是一个
看不见，但是又在我们中间实时存在的一
种资源。袁家村成功了，我们没有依赖自
然资源、人工资源，我们也没有重金去造一
个园子，而是以村民为主体，恢复乡村生
活。”宰建伟说，袁家村的乡村旅游，包括了
乡村、村庄，但最主要是包括了农民，所以
它能给城市人不同的体验，“不能为了搞旅
游把村民迁出去，这在旅游体验上就大打
折扣了。”

袁家村把乡村的传统习俗和村民的日常
生活当资源，“无中生有”来搞旅游。村子就
是景区，家就是景点，村景一体，全民参与，坚
决杜绝搞花里胡哨的雕塑和景观，村民一张
张朴实真诚、生动活泼的面孔就是最独特的
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袁家村通过实施“进城
出省”战略，将袁家村乡村生活方式植入到
城市，让城市居民家门口也能体验到乡村生
活。同时，袁家村通过“走出去”，打造具有
当地地域民俗文化和历史特征的乡村生活
综合体项目。目前，在建和达成意向的有山
西、河南、北京、湖北、青岛、江苏等 10 多个
省市。

第二把密匙——
三产带二产促一产，让家家有

生意人人能挣钱

宰建伟称，袁家村能够成功的第二个秘
诀，在于当地的两大创举：一是搞了乡村旅游
三产融合的创新模式；二是创新了组织模式，
让全体村民都参与，从而杜绝了产业的无序
竞争、恶性竞争。

此外，袁家村打造了农民创业平台，把村
民培养成为经营和创业主体，让村民当老板
和股东，形成家家有生意，人人能挣钱。同
时，以市场为导向，逆向发展，以三产带二产
促一产，实现三产的融合发展。

例如，袁家村有制作油泼辣子的历史传
统，村党支部书记郭占武通过创意设计，将这
一关中民俗场景进行了恢复：在袁家村康庄
老街的一面土坡下，一头老黄牛、一个石磨
盘，一个农家妇女把碾好的辣子用烧开的菜
籽油一泼，满街飘香。这样的体验既是美食
与美景，又是回忆与乡愁，游客边看边买，产
品供不应求。

村里随后引导村民建作坊，扩大油泼辣
子的生产能力，使之逐步产业化。将三产的
一个体验场景转变为二产的加工项目，一瓶
油泼辣子，从一开始的年营业额不足十万元，
到2018年营业收入达八百多万元。

第三把密匙——
发挥村集体优势，让全体村民

利益均沾利益共享

袁家村用股份合作的方式，调节收入分
配，避免两极分化，成功解决了全体村民共同
增收的问题，从根本上保证了袁家村的可持
续发展和乡村振兴，这也是“袁家村模式”能
成功的第三个秘诀。

以村集体牵头成立的辣椒专业合作社为
例，起初袁家村有一户农民用黄牛磨辣椒，很
受游客欢迎，带动了辣椒销售。按照以往惯
例，村民见哪个产业有利可图，一夜间就会兴
起多家，导致产业雷同，产品同质化竞争，但
为了保护这项产业，探索通过村民入股共建
合作社的方式，实现产业抱团良性健康发展，
带动了村民的增收。如今，通过这一模式，辣
椒产业的销售额突破了1500万元。

简单地讲，袁家村的成功是解决了三个
问题，第一怎么样让人来，第二怎么样挣钱，
第三怎么样分钱。

丰都县三建乡绿春坝保家楼民宿群，游客乐在其中。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黔江区濯水镇是一个集土黔江区濯水镇是一个集土
家吊脚楼群落家吊脚楼群落、、水运码头水运码头、、商贸商贸
集镇于一体的千年古镇集镇于一体的千年古镇，，很多游很多游
客慕名前来客慕名前来。。

特约摄影特约摄影 杨敏杨敏//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袁家村戏楼前常年表演当地戏曲。 郭奔 摄

袁家村的三把发展“密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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