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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11 月 8 日电(记者于振海、刘
扬涛)初冬时节，山西悬空寺脚下东坊城村的田
地里一派忙碌景象，随着两台大型秸秆打捆机
轰鸣而过，一排排玉米秸秆被收割打捆，整齐地
码作一排。

记者抬眼望去，头顶的蓝天与远处的恒山
清晰可见，让人心旷神怡。“十一月份能看到这
么蓝的天，在过去简直不敢想。”村民王朋生说，
与往年焚烧秸秆“乌烟瘴气”的情形相比，今冬
的空气清爽了不少，这要感谢县里搞的秸秆综
合再利用工程。

大同市浑源县 40 万亩平川地是玉米、高粱
的主产区，年产秸秆 15 万吨。由于气候寒冷无
法实施秸秆还田，这里的农民千百年来依然保
留着“刀耕火种”的传统观念，每年 10 月份玉米
收割过后，焚烧秸秆的现象十分普遍。

当地百姓形容过去秋冬季节浑源的田间地
头“经常像打仗”——— 火光四起，浓烟滚滚，遮天
蔽日。有时候一把火能点燃周围连片的上千亩
地，烧上四五天，一些地里的玉米甚至没来得及
收，就被烧了，留下满地烤焦的玉米棒子。

浑源县环保局局长任常青说，秸秆焚烧
产生的烟雾既破坏了大气环境，也影响了浑
源旅游城市的形象，县里过去一直大力禁止，
甚至到了“见烟就罚，见火就扑”的程度，但焚
烧问题却依然屡禁不止，一些农民为了躲避
监管，甚至半夜爬起来到地里放火。为了应对
燃烧引起的火情，县里的消防车也常常昼夜
待命。

事实上，焚烧秸秆也是过去农民的无奈
之举，由于缺少科学处理秸秆的方法和渠道，
多年来百姓只能靠“一把火”解决问题，虽然

简单粗暴，但也再无别的法。
近年来，浑源县政府逐渐认识到治理秸

秆焚烧问题“堵不如疏”，经过招商引资，他们
成功引进了一家秸秆循环再利用企业，同时
县里投资 1200 万元，为有关村镇购置 71 套
大型秸秆打捆机，给农民地里的秸秆找到了
出路。

记者走近浑源县德诚通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一路上看到运送秸秆的农用车络绎不
绝，企业院内堆满了成捆的秸秆草垛，工人将
秸秆原料放入五六米高的机器中，经过压缩
加工，生产出颗粒状的生物质燃料。

公司总经理孟素珍说，这样的生产线所
生产的产品是一种新型环保能源，其充分燃
烧的发热量是 3600 大卡，同面积供暖相比普
通锅炉节省费用约 40% 以上。同时在此基础
上拓展的碳基复合肥生产线也在建设当中。

该公司以每吨 260 元的价格从农民手中
回收秸秆，每年消化加工 5 万吨，可实现销售
收入 2 亿元，同时带动农户增收 1300 万元。

“现在在浑源，农田秸秆成了香饽饽。”东
坊城乡郭家庄村农民创业者薄飞说。2016 年

在外做生意的薄飞回乡创办了一家农业开发
公司，趁着县里推广秸秆综合再利用的东风，
他花 30 万元购买了 3 台大型秸秆打捆机，每
年为村民免费收秸秆，再转卖给企业。

“一台机器一天能收 800 捆秸秆，一捆卖
4 元钱。”薄飞说，靠着收秸秆，他去年冬天几
个月就收入了十几万元，原来“愁坏了百姓、

难坏了政府、污染了天空”的玉米秸秆，如今
摇身一变成了创业致富的好资源。

尝到甜头的薄飞继续在秸秆再利用上下
功夫，他不仅自己承包了 100 亩地种玉米，还
以玉米秸秆为饲料养了 1200 头肉羊，发展出
了种、收、养一体的循环产业链，公司规模迅
速扩大。

如今在浑源，像薄飞一样依靠秸秆增收
致富的农民越来越多，百姓对秸秆的观念也
从“不得不烧”变成了“与其放火，不如打包”。

任常青告诉记者，推广秸秆综合再利用后，
全县焚烧秸秆现象明显减少，冬季农村空气质
量显著改善，过去冬天“过马路看不见红绿灯、
麻雀变成了黑精灵”的县城如今摇身一变，成了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绿色生态家园。

从“不得不烧”到“与其放火，不如打包”
山西浑源秸秆综合再利用见闻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周楠、段羡菊)在外漂
泊了 20 年的张后芳，今年终于决定留在家里。
站在高高的茶山上，俯瞰这个湘西的小山村，感
到陌生又熟悉。

漫山遍野不再荒芜，村里村外不再冷清。从
山上走下来，绿油油的茶园生机勃勃，新盖的砖
房宽敞明亮，家家户户透着烟火气。热情的邻居
招呼进去喝杯小酒，聊聊家常，说说今年的茶叶
收成。张后芳很知足，“家乡变得越来越好，这种
感觉，踏实又幸福！”

变化，是从一片茶叶开始的。
张后芳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

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村民。过去很多年，村民在
贫瘠缺水的山地种植水稻，收成不佳，到青黄不
接的季节，还要买米吃。在山上种点橘子，汗流
浃背挑到集市上，也卖不了几个钱。为了生计，
村里青壮年劳动力能出去务工的都出去了，留
下老人和孩子，了无生气。

2012 年开始，这个州推进“一人一亩茶园”
脱贫计划：农户开发一亩“黄金茶”，政府无偿提

供茶苗 2500 株，每亩给开沟、深翻、稻田开
发、肥料等奖励补助 1600 元。加上致富能人
带动，全村 3 年发展了 6000 亩“黄金茶”，成
立专业合作社，打开了市场销路。

每年采春茶时，来购买茶叶的客商络绎
不绝，村口堵得水泄不通。村民的腰包越来越
鼓，人均年纯收入从不足 1000 元增长到了
8300 元。一大批 70 后、80 后甚至 90 后返回
家乡，留在村里种茶销茶，共享产业发展的丰
硕成果。

在外务工多年的张后芳去年回到家，试
探着种了 15 亩茶叶，做好了来年再外出的两
手准备。今年采完春茶，他一算账，赚了 5 万
元，抵得上过去一年的打工收入。“不出去了，
家里能赚到钱，谁不想留下来啊！”

对于湖南这个有着“芙蓉国”美称、山区
面积众多的农业大省来说，广大农村地区多
年来缺少富民产业，挣不到钱，留不住人。

由此，近年湖南省做出了“一县一特”产
业发展决策，并确定了粮食、畜禽、蔬菜、茶

叶、水果、水产、油茶、油菜、中药材、竹木等十
大特色优势产业，从政策、资金、项目等全方
位予以支持，要给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造血
壮骨”。光是为了引导鼓励龙头企业、农民合
作社等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户脱贫，湖
南省财政就投入扶贫资金 15 亿元。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袁延文告诉记
者，“产业扶贫是脱贫减贫的治本之策，产
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必须全力抓好产
业扶贫。”近年来，产业发展促进脱贫，促
进乡村振兴，在湖南越来越多地方显现出成
效。

潭田村是新田县的乡村振兴示范点之
一。村干部乐茂介绍说，之所以能成为示范
点，跟村里有富硒大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关系紧密。

深秋时节，走进园区，只见不少农户正
在田间忙碌。 44 岁的贫困户乐志平忙得不
亦乐乎，他家里 4 口人就有 3 人患残疾，以
前经常要靠社会救助。自从当地政府创建了

这个大豆示范园，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发展富硒大豆产业后，村民以地
入股，又在园区务工。乐志平去年保底分红
加务工工资收入达 3 万元，一举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

没有稳固的富民产业，村民就没有稳定
收入，只能外出务工，乡村振兴就无从谈起。
乐茂介绍说，以前半个村的人都背井离乡外
出打工，留下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一大
堆，村里几乎没有公共活动，毫无生机。现在
家门口有了产业，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村里，
新的村规民约建立起来了，各类乡风文明活
动也多起来了。前不久，村里还自发组织了重
阳节敬老文艺演出，老少齐聚一堂，村庄焕发
了久违的活力。

湖南省扶贫办主任王志群告诉记者，自
开展精准扶贫以来，全省通过产业扶贫直接
帮助 220 万左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增收脱
贫。“产业强了，穷根就拔掉了，乡村的造血机
制就有了，离乡村振兴也就越来越近了。”

产业来了，年轻人回了，乡村重现烟火气
近年湖南省做出“一县一特”产业发展决策，给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造血壮骨”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肖艳)石
板路上布满了青苔，青瓦房已经
倾斜，屋顶不再冒起袅袅炊
烟……这些曾经凝结了几百甚至
上千年农耕文明的传统村落，正
用它们的断壁残垣提醒着人们不
要忘记。

自 2014 年，国家文物局确定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集中成片传统村
落”作为文物系统传统村落保护
工程的主要实施对象。记者 2 日
从在贵州结束的由国家文物局主
办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现场
会上了解到，首批 51 个“国保省
保单位集中成片传统村落”整体
保护利用工程已初见成效。

现在，越来越多曾经凋敝破败但承载厚重历史的传统
村落开始焕发新生，成为乡愁的寄托地。

时光边缘的传统村落 重新焕发生机

贵州省黎平县茅贡镇地扪村，被《美国国家地理》誉为
“时光边缘的古老村落”。秋收后的村子，稻谷挂在粮仓上，
侗族吊脚楼旁的水池边，老人正在洗菜准备做饭，一片生机
勃勃……

这个小小的村庄承载着近千年的历史，曾在 2012 年被
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2014 年入选第六批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并列入国家文物局首批 51 个“国保省保集中成片
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项目。

传统村落被认为是农耕文明村落民居的“活化石”，但
由于大多都集中在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地区，得不到有效
保护，面临着数量锐减、毁坏严重、污染威胁等问题。

2012 年，我国开始对传统村落开展调查、登记上报，截
至去年底，已公布了 6 批 276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4 批
4153 个中国传统村落。在已启动的第五轮调查评估中，预
计将有超过 5000 个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庄纳入。

据了解，近 5 年时间，文物部门对首批实施的 51 个传
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项目中的 50 处村落投入保护资金
12 . 5758 亿元，41 处村落有地方配套资金 10 . 3453 亿元。
经项目评估课题组对其中 47 个村落进行评估，村落文物保
存质量、文物安全明显改善，风貌得到更好保护，文物部门
在文物修缮、活化利用、产业发展、社会参与等方面做了有
益探索和创新。有一半村落人均收入高于所在县平均水平，
70% 村落的旅游收入实现近 40% 的增长。

小小的传统村落在系列保护措施下重新焕发生机，向
世界展示古老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保护利用两不误 传统村落添活力

猪栏酒吧客栈？牛圈咖啡？御前侍卫酒店？这些名称听
起来或许有些怪异，但却是将传统村落“救活”的妙招。记者
了解到，为让传统村落“活起来”，各地都进行了保护方式的
探索与创新，活化利用资源。

对建筑的改造再利用。根据评估报告，大部分村落对文
物、建筑等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探索。如部分村落利用
宗祠、书院、戏台等公共建筑开展村史展示、传统工艺展示、
民俗活动等，开办设计师工作室，打造民宿等。

让传统手工艺走新路。在黎平县肇兴侗寨，县级侗族蓝
靛淀染技艺传承人陆彦梅、陆勇妹等带头成立的黎平侗品
源公司，集刺绣、侗族布料制作、传统服饰设计制作、传统工
艺品生产销售为一体。另外提供体验式服务，可以让游客参
与到制作的各个环节中来，“现在来旅游参观的游客很多，
有时最多的一天有一千多人。”陆勇妹说。

与高校、研究机构携手合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
社会科学院等将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作为研究课题进行多
年的田野调查、项目实践。在贵州、云南、安徽、浙江、福建等
省份与高校合作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景区景点开发。如山西张壁村、湘峪村、云南团山等，由
企业直接投资作为旅游景区进行开发运营。但也有专家提
示，传统村落在引入商业的同时，可能不可避免地会有异质
文化的植入，所以在文化方面还要进一步挖掘，避免表演
化、过度商业化，且不能为了商业破坏文物。

激活传统村落 留住乡情记住乡愁

“激活”传统村落资源，原本主要是老人和小孩留守的
村子又重新有了朝气。

江西省金溪县后龚村建成景区后，通过让低保户做保
洁员、精准扶贫户摆摊卖茶水、有一定文化的年轻人做讲解
员和播音员等措施直接惠及村民。还催生了休闲农庄、特色
种植、观光果园等项目，目前后龚村的 6 个村民小组有 200
多户村民返乡创业，留守儿童减少 40%。

广东省文化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劲说，广东近几年在做
南粤古驿道的保护和利用，“古驿道串联起一个个传统村
落，通过举办文创大赛、体育赛事、文化之旅，让更多城里人
去感受乡间美景，村里可以提供食宿，村民有了收入，更能
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传播处副处长张呈鸿
表示，失去原住民和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传统村落，所承载
的原有文化信息会逐渐消失，原有的文化形态不复存在，这
种传统村落也就失去了灵魂。

他说，传统村落蕴含着社会变迁的基因，是农耕文化的
历史沉淀，承载着乡愁情感，连通着民族的文化血脉，保护
传统村落最根本的是要保护留得住乡情、记得住乡愁的乡
村生活，在保护中延续活态生产生活、民俗活动等，让传统
村落“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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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春电(记者刘硕、徐子恒)对于
吉林产粮大县梨树县的农民来说，玉米秸秆曾
经让他们很头疼。烧掉，污染环境；不烧，堆在地
里影响来年种地。2007 年，梨树县从中国科学
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引进并试验示范玉米秸
秆全覆盖免耕栽培技术。逐步完善并推广以来，
这项技术不仅帮农民解决了秸秆处理难题，也
让一度越来越薄的黑土层重获新生。

在梨树县梨树镇八里庙村，卢伟农机合作
社的 200 多公顷玉米刚刚收割完。地里看不到
玉米秸秆的踪影，而是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棉
被”。合作社理事长卢伟告诉记者，这层“棉被”

其实就是玉米秸秆粉碎后制成的。虽然“棉被”
外表普通，却已经成为他稳产增效的“法宝”。

2013 年起，卢伟在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的帮助下，开始尝试使用玉米秸秆全覆盖免

耕栽培技术。收割机在收获玉米的同时，把秸
秆进行半粉碎并留在原地，“棉被”便做好了。
之后，再由秸秆集行机清理出第二年要播种
的条带，为“棉被”画上条状花纹。等到第二年
夏天，随着玉米成长成熟，这层“棉被”逐渐腐
烂变成了有机质，融入土地。

秸秆形态变化之余，也给土地带来了巨
大改变。卢伟说，以往烧秸秆或把秸秆运走，
土地直接裸露在外。有了这层“棉被”的保护，
土壤中的水分得以保持，效果相当于每年增
加一场 50 毫米降雨。这几年，尽管天气情况
不稳定，但卢伟的玉米产量一直稳中有升。

更让卢伟高兴的是，随着地力逐步恢复，
曾经难得一见的蚯蚓回来了。由于此前连续
耕作并且大量用肥透支地力，土壤板结，蚯蚓
失去了生存空间。采用秸秆还田技术后，水土

条件持续改善，化肥用量不断减少，蚯蚓的数
量和活跃度都明显增加。有了蚯蚓帮忙，土壤
的质量有了明显改观。

秸秆全覆盖免耕栽培技术让梨树的黑土
地摆脱了越来越薄的命运。梨树县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研究员赵丽娟说，由于此前不注重
保护，梨树的黑土层越来越薄，曾经流油的黑
土地变成了“地皮黄”，一铁锹下去就能看见
黄土。采用新技术耕种后，土壤里的有机质以
每年 0 . 1% 的速度递增。

综合效益是农民最看重的指标。在梨树
县，秸秆全覆盖免耕栽培技术带来的明显效
益让曾经心怀质疑的农民纷纷动了心。“用这
种技术，化肥用量减少 20% 左右，再加上省
去了整理土地、清理秸秆等费用，一公顷的成
本至少比以前降低 1500 元左右。”梨树县梨

树镇宏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文镝
说。吉林省为采用秸秆全覆盖免耕栽培技术
的农民提供了每公顷 375 元的专项资金补
贴，明年补贴标准还会提高。

从 2007 年开始试验示范，到如今推广面
积超过 200 万亩，秸秆全覆盖免耕栽培技术
的“根系”越来越发达。当地农业部门还与中
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等机构联合成立了科技创新联盟，为农民提
供更好更精准的技术支持。

赵丽娟说，秸秆全覆盖免耕栽培技术和
与之配套的宽窄行种植已经形成了“梨树模
式”，不少省内外的产粮大县都来取经并进行
推广。“改善土地、保护环境、提高效益，这种
模式带来了‘多赢’，一定会让这片黑土沃野更
有生机。”赵丽娟说。

吉林梨树：秸秆变“棉被”，曾经变薄黑土获重生

传统村落被认为是
农耕文明村落民居的
“活化石”，但由于大多
都集中在交通不便 、经
济落后的地区，得不到
有效保护，面临着数量
锐减、毁坏严重、污染威
胁等问题

现在，越来越多曾
经凋敝破败但承载厚重
历史的传统村落开始焕
发新生，成为乡愁的寄
托地

▲江西贵溪市把城乡产业融合作为城
乡一体化进程的着力点，将城区产业优势
和乡村剩余劳动力优势相结合，鼓励企业
将劳动力用量大的加工生产线下移，把加
工厂房建到农民家门口，既解决了企业的
“招工难”，又帮助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让农民农闲时节忙起来。截至目前，该市在
农村建设各类加工车间 96 个，生产线 100
余条，共带动农民就业 9700 多人，助推乡
村振兴。图为贵溪市耳口镇耳口村农民正
在学习灵芝盆景制作。 （霍柯）

在江西省南昌市南
昌县银三角管委会现代农
业综合示范基地内，当地
农户在设施温棚内护理番
茄，清除枝干上的杂叶
（ 11 月 7 日摄）。

近年来，江西省南昌
市南昌县大力推进现代设
施农业发展，银三角管委
会通过“支部+企业+农
户”的形式，打造 2000
余亩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园
区，种植 20 余种叶菜和
瓜果，年产值近 3000 万
元。园区可吸纳周边乡镇
20 余名贫困农户就业，
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致富。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家门口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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