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平利县老县镇的蒋家坪村，既是历史悠
久的茶乡，又有山清水秀的秦巴胜景。

近两年来，该村两委班子始终围绕“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探索发展壮大乡村产业的新
路子，以“茶旅融合”为突破口，努力将蒋家坪的
自然财富转化为经济财富， 让蒋家坪成为践行
“两山理论”的示范地标。

树牢观念，守好一方绿水青山。 围绕茶山宝
贵资源， 加强对全村 2000 余亩茶园、18000 余亩
林地的集中保护和统筹管理，着力维护好漫山葱
郁、景色宜人的乡村美丽风光，全村森林覆盖率
达到 86.6%；推行“五长”共治环境机制，聘村民担
任生态护林员、护路员、护河员，始终保持蒋家坪
村的山青、水绿、天蓝、地净，让生态品牌成为蒋
家坪振兴发展的最大财富。

以茶为媒，延伸拓展产业链条。 围绕全村茶
叶资源，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通
并拓展茶园种植-茶叶加工-茶园观光全产业链。
对标行业最先进水平，建设茶园水肥一体化自动
灌溉项目，引进清洁化茶叶加工生产线，建设现
代化茶叶加工厂房；培育壮大茶叶品牌，引导茶
企主体以品牌为核心革新经营理念，提升茶叶产
品附加值；促进电商直播带货等互联网新业态发
展，扩大市场辐射面和影响力。 目前，全村拥有
500 平方米以上的标准化茶叶加工厂 2 家， 茶叶
经营主体 7 家， 年产茶 20 余吨， 产值 800 余万
元， 共有 186 户群众通过务茶实现户均年增收
5000 元以上， 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路子更
宽、更实。

整合资源，发掘转化旅游价值。 蒋家坪村一
面打造高质量发展的茶产业链，一面整合生态、
人文、红色教育等资源，以创建国家 AAAA 级景
区建设为抓手，不断深化旅游资源价值转化。 村
集体经济合作社成立公司， 引入现代企业管理
制度， 实现景区开发建设运营等事项的正规化
管理；以凤凰茶山为核心打造“引爆点”，依托千
亩观光茶园、千年平安宫、千年古茶树等推进景
观群打造，投资建设公共服务中心、蒋家坪乡村
振兴综合体、蒋家坪水保科普园等，加快旅游服
务设施建设 ；配合文旅 、市监等部门做好引导 、
服务和监督 ，培育 “农业+文化教育 ”“农业+休

闲养生 ”等新兴业态 ，发展特色民宿农家乐 ，提
升对来自城市居民消费需求的供给能力； 加强
宣传推广， 在 2020-2022 年连续成功举办三届
国际茶日活动，借势区域公共品牌+蒋家坪独有
品牌扩大宣传效应。2022 年 4 月，蒋家坪景区已
成功授牌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近两年累计接
待游客约 8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00 余
万元。

紧抓主体，搞好服务。 发展产业要充分发挥
主体的主动性、专业性。 蒋家坪村一方面引导在
外发展成功的能人志士返乡就业创业，促进资金
回乡、人才回乡，利用新理念开拓直播/短视频电
商等模式，注入产业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优化
发展理念，做好产业服务保障工作，营造良好发
展条件，支持全村多产业主体协同发展。

主动借力，用好助力。 农村欠缺的是发展思
路和专业技术知识。 2021 年，市、县农业农村局成
为蒋家坪村的帮扶部门，派出第一书记、驻村干
部 3 名，成为蒋家坪村发展的强大助力。 蒋家坪
村通过帮扶干部和创业主体深入结交、一对一帮
扶，一同调研、谋划、干事，为创业主体提供新思
路、新理念、新路径；高频次邀请市县农业专家前
来提供技术指导， 深入了解本地各项业务需求，
通过市县层面平台整合、 引入各方资源支持，形
成了推动发展的强劲合力。

共谋振兴、共享成果。 想方设法让广大村民
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蒋家坪村在大
力发展产业的同时， 鼓励经营主体通过劳务用
工、土地流转、入股分红、产品回购等方式促进产
业发展和农民致富，通过“支部+经营主体+农户”
模式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与 186 户村民建立
了利益联结关系，吸纳就业 218 人；规范村特设
性公益岗位管理，成立公司在景区建设和运营中
注重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解决本地剩余劳动力
就业问题；规范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建设，合作社
先后承接三变资金和壮大集体经济试点资金
532.5 万元，其中配股 5 家主体 392.5 万元，自主
发展茶产业 90 万元，2021 年累计收益达到了 30
万元，景区经营收入纳入村集体分红，让全村群
众共享乡村振兴发展成果。

漫坡野蒿让他成就千万级实体经济
记者 璩勇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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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宁陕县城长安河步道行走，一
只朱鹮掠河而过，一袭嫩白，姿态优
雅，引得众人驻足观看。

朱鹮对栖息地的要求十分严格。
15 年前，我国人工繁育的 26 只朱鹮
在宁陕县城关镇寨沟村异地放飞，经
过多年努力，现如今增长到了 300 多
只。 宁陕在保护朱鹮的同时,也在保
护这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栖息地。

秦岭自然生态是宁陕最大的资
源优势、最大的发展潜力、最重要的
民生福祉、 最具竞争力的战略资源。
通过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 ,宁陕县加快建设生态
经济先行区， 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
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绿色发展天地宽

以前的宁陕不产茶，要喝茶还只
能买外地的茶叶。 而现在，在梅子镇
生凤村，生凤茶园的出现填补了宁陕
县没有茶叶的空白。

同行的梅子镇工作人员周子涛
告诉我们，在二十世纪，移民而来的
紫阳人带来了茶苗，这里得以有了种
茶经验。

“这里自然环境好，光照、海拔适
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茶产业发
展提供了沃土， 再加上有种茶经验，
村上经过深入调研之后，决定依靠引
汉济渭三河口水库优势，依托本村低
海拔缓坡区有利条件发展茶产业，带
领村民种茶致富。 ”周子涛介绍。

生凤茶园建于 2018 年， 是以宁
陕县“十百千”产业园区建设规划项
目为契机，利用当地良好的自然资源
禀赋，充分挖掘当地种茶经验而建成
的生态茶园。茶园拟种植“陕茶一号”
2000 亩， 目前已种植标准生态茶园
600 亩， 争取涉农整合资金 1100 余
万元， 配套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并
引进安康汉水韵茶业有限公司提供
技术指导及茶苗育种，预计明年正式

投产。
茶园有了规模， 在镇村干部的

构想里 ， 下一步就是发展生态经
济， 走茶旅融合发展之路 。 今年 6
月 ，梅子镇与安康秦汉古茶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达成项目合作协议 ，成
立了宁陕县梅子红茶产业有限公
司 ， 将用 5 年时间新建集茶文化 、
茶加工 、茶仓储 、茶科技 、茶旅游 、
茶教学为一体的产学研基地 ，研发
更多茶产品 ，带动村民就业和当地
旅游业发展。

如今，梅子镇紧紧依托“子午湖”
生态优势，围绕“一廊三园”，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实施水利风景区建设项
目，周边环境、村容村貌逐渐改善，村
民生活越来越好。

生态优势效益显

在距离县城 11 公里的城关镇渔
湾村 ，63 岁的黄大娘正在渔湾田园
综合体产业园里除草，为接下来栽种
油菜做准备。 “以前的村子根本没得
看，现在不仅变好看了，还能在园区
干干杂活。 ”

十年之前，渔湾村还是一个产业
单一、贫穷落后的村子，现在已成为
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这几年，渔湾村借助文化和生态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通过实
施渔湾田园综合体项目，打造了集生
态农业、旅游休闲、运动养生、乡村民
宿等特色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综合
园区。 同时,大力发展集循环农业、创
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 ,以农业和
民宿共享为主要特征的文旅康养产
业,并推出多条精品线路,助力旅游持
续火爆。

村子热闹起来了，村民也因旅游
业增收致富。 现在，村里的人均纯收
入已经达到 1.3 万元。

而在城关镇八亩村民宿集群项
目现场， 工人们正在开足马力忙建

设。八亩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采取
有偿租赁的方式，盘活了村民闲置房
屋 18 处， 引进宁陕县渔湾逸谷田园
综合体有限公司投资 2000 万元，进
行统一规划、建设、运营、改造。 项目
建成后，将通过分红、园区务工、发展
产业带动村民增收。

在宁陕 , 像这样的村落还有很
多。一大批村落因农旅融合改变了原
本面貌，乡村基础设施得到了系统改
善，乡村经济也因此而繁荣。

记者了解到，凭借丰富的生态资
源优势， 宁陕县坚持全域旅游引领，
培育发展景观农业、农事体验、观光
采摘、休闲垂钓等业态，建设休闲农
业园区、农业主题公园、乡村民宿等，
发展冰雪运动、山地户外运动、健身
养生等体育旅游， 完善旅游产品体
系。 目前已形成了以生态观光、研学
旅游、康养宜居、休闲度假为一体的
旅游发展模式， 建成了一批教育、研
学、艺术创作、休闲基地，打造了一批
精品民宿示范基地，带动生态旅游和
康养产业融合发展。

产业兴旺民安乐

在四亩地镇桃园梁农林产业园
区， 林麝圈舍整齐排列，160 多只林
麝在这里茁壮成长。这些山间精灵拥
有黑宝石般大而有神的双眼，颇具灵
气。

“只有雄麝才可以分泌麝香。 现
在园区里的雄麝平均一只能分泌 15
到 20 克，最高纪录是 35 克，每克收
购价 400 多元。 ”园区负责人薛从艳
告诉我们，当地生态环境适合林麝生
长，他们还引进了专业人才开展科学
饲养和辅助管理，这为林麝的繁育和
产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021 年，园
区年产麝香 3 公斤。

近年来， 四亩地镇立足自然禀
赋， 坚持走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之
路，做大做强林麝产业。 通过深入挖

掘本土人才邓庚作为产业发展引路
人，依托邓庚创办的荣庚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利用荣庚林麝现代农业园
区、桃园梁农林产业园区、海棠园林
麝养殖观光园 3 个林麝养殖基地和
柴家关村猕猴桃产业园区 4 个经营
主体， 积极动员群众参与到林麝、林
果等产业发展中，以产业振兴助推群
众增收致富。 2021 年，共吸收 25 户
136 万元资金入股到公司，年度分红
10.88 万元， 让 200 余人实现就近就
业，人均增收 5000 余元。

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
宁陕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建立了
林业、国土、环保、水利“四位一体”网
格化监管平台， 河长制全面落实，创
新推行林长制， 水质保护全面加强，
出县断面水质保持国家Ⅱ类标准，持
续开展“治污降霾·保卫蓝天”专项行
动 ，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均超过 340
天 ，让宁陕的天更蓝 、水更清 、山更
绿。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
富。宁陕县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
地位， 让绿色成为乡村振兴新动能，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越来越多的群众
享受到了生态红利，也吸引更多人主
动参与到生态保护中。 据了解，全县
参与生态保护的 1400 名群众年人均
增收 7000 元。

环境因人而美，人也在环境中悄
然而变。

在四亩地镇柴家关村， 道路两
旁、房前屋后干净整洁，许多村民家
门口都整齐摆放着自家种植的花卉，
造型各异的花盆体现出了户主多样
的审美和情趣。有位老大爷正在门前
摘枣皮， 看见笔者一行便露出了笑
容。

良好的生态环境意味着什么？答
案或许就在这青山绿水间，在这淳朴
自然的笑容里。

乡村振兴的路，也是千千万万个回乡村、到乡村人
才的创业发展路。 他们往往长在山村，知道山村的一草
一木；他们常常走南闯北，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
会把一件事情望远看，把一口井往更深一点开掘。 小事
由此干成大事，乃至在一个村、一个镇，他们成为改变
很多人生活与命运的“大人物”。

紫阳县毛坝镇温家坪村王华， 是紫阳县华会实业
有限公司创办人。 王华最早在山西打工，之前的经历，
用他朋友的话说就是，18 岁进入社会，卖过奶茶，扛过
煤气罐，做过顺丰快递，开过小镇上最好吃的火锅店。
王华 2016 年前后回乡从事电商， 把家乡农产品从线上
向外销售。 看起来是手机屏幕前吆喝的事情，其实真正
要做好，却要花大量时间到乡村各地调查，了解各种当
地农产品的特性。 跑来跑去，他发现当地野生艾蒿是个
很有潜力的产品。

2016 年， 他开始在紫阳几个乡镇开展种植试验，
期间还前往河南南阳进行考察学习 。 从 2019 年到
2020 年基本都是自己在摸索技术。 艾蒿产地不同、品
种不同、生长期不同，出产的艾绒粗细不一样、重量也
不一样。要把质量做到最好，现在仍有很大空间。因为
现在还没有统一标准 ， 所有标准都是厂家自己来确
定。主要按照出绒质量划分等级。当然，技工设备不一
样，每次出绒质量也不一样。 相对来说，绒越细，火力
越强，烟雾少。绒粗的烟就相对大。但不是只有一个标
准。 比如说，运用于一些有出烟功能的机器，就适合采
用较粗的绒制作的艾条 。 而比如像麦粒灸这类用途
的，因为直接点燃放在穴位上，需要燃烧时间快，就要
最好等级的绒。

王华介绍，他的紫稀艾今年产值可以达到一千万，
不过利润大约只要 20%。 今年贴牌代加工生产的产品
多，自有品牌产品只占到 20%左右。 下一步还是要想尽
办法打造自己的品牌，利润还是在自己品牌产品上。 现
在他们为全国 2000 多家足浴店提供足浴包。利润薄，靠
走量。 生产总量最多的艾条也是为成都一家公司代工，
挣的很大程度上还是原材料和加工费。 在展示厅看到，
还有用艾渣等制作的药物枕头、床垫、足浴垫等多种产
品正在研发或陆续推向市场。 6.5 元每公斤的干艾蒿，

只要进了车间，就没有一点会浪费的。艾条用艾绒，足浴
包只要采用艾蒿干叶子制作。 剩下的艾粉、艾渣并不是
废弃物，它们也是宝贝。 艾渣、白杆可以用来做枕头、床
垫。连艾粉这样的下脚料，居然还可以作饲料添加剂。周
边有工厂收购，就连周围搞养殖的农户，也时不时来买
上十斤八斤回去喂猪喂鸡，对增强动物免疫力效果特别
好。

原材料的来源，目前本镇零星种植有几百亩。 大量
来自镇外、县外乃至市外，在汉滨，以及汉中镇巴等县
区，都有人专门为他们收购，每年收购量在八百吨以上。
一方面收购野生艾蒿，一方面逐步人工种植。 艾蒿的需
求还很大。对农民而言，艾蒿来钱相对轻松，对土地条件
要求低，坡地、边角地，再陡的地都可以长。 对管护要求
少，基本上一年种多年收，每亩地可以收到 1000 公斤以
上。 不过要保证耕地不被占用，利用边坡地发展是主要
途径。艾草一年可以收三季，在乡村，很多地方漫山遍野
都生长着艾草，可以说，只要有劳动力，收割来就是钱。

艾蒿除了制作足浴包需要当年新叶子，制作其他产
品都需要陈化一年以上的艾蒿。 有意思的是，基本上多
存放一年，每吨艾草的价值至少增加一千元。当然，存放
越久，价格更高。

镇党委书记叶飞介绍， 目前艾蒿产业的前景非常
好。 就以足浴包的生产供应来说， 目前他们只能够为
2000 个足浴门店提供服务。 但是仅紫阳为例，拥有几百
家以上连锁店的足浴企业不下十几家，而紫阳最大的一
个连锁企业连锁店达六七千家。 仅此一项，可以开拓的
市场就十分可观。另外，目前全国各地养生馆以千万计，
而王华他们固定提供艾条的养生馆目前才 300 多家，这
个市场潜力也很大。

王华说，国内这项产业整体发展起步也才是最近几
年的事情，今年在张仲景故乡南阳举办的世界艾产业大
会才是第五届。 大家都有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空间。 王华
现在正投资 1100 万元进行二期厂房建设，目前，他的企
业直接吸纳 20 余人长期就业， 未来随着产品研发与推
广，将促进更多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更多家庭的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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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在在建建设设中中的的民民宿宿

桃园梁农林产业园区

林麝

生凤茶园

记者 李莹 安天 潘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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