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到桂阳县正和镇朝阳村，就不能不
知道“夜宿梨山，秋毫无犯”的故事。

1934年8月，红六军团长征过桂阳，
在燕山村李家自然村梨山宿营。行军数日
的红军严守纪律，无人摘吃一颗梨子。为
了表示对红军的感激，乡亲们派村民李友
生挑上一担梨，追赶离村后的红军，却被
婉言谢绝，留下一段佳话。

如今，夜宿梨山红色教育基地正位于
朝阳村燕山李家组。朝阳村正突出“多
彩”主题，做好“红色+绿色+古色+夜
色”的融合文章，引导村民见贤思齐、向
上向善，推进移风易俗，促进乡风文明。

不仅如此，围绕夜宿梨山主题，以红
色教育为主线，桂阳县积极推进“夜宿梨
山”农文旅融合产业园建设。目前，夜宿
梨山农文旅融合产业园与“夜宿梨山”红
色文化宣传展示区、绿色生态有机农业产
业园区、生态有机环保农产品展示交易
区、研学拓展区，特色庭园餐饮、精品民
宿区及特色养殖区建设初见成效。梨山庭
院成为附近闻名的“打卡点”。

除了讲好红色故事，以文惠民，西河
沿线各村还着重突出文化建设，不断带动
乡风民风向上向善。

永兴县湘阴渡街道油塘村修订完善了
村规民约。新的村规民约经全体村民讨论

通过，涉及移风易俗、环境卫生保护、生
态文明村庄建设、邻里关系等方方面面。

同时，油塘村成立了村民理事会、道
德评议会、好人协会、治安协作会“四
会”组织，讲好“扯渡河一诺千金”的诚
信故事，建起诚信广场，积极建立村民诚
信档案，倡导文明新风。

苏仙区栖凤渡镇瓦灶村开展了“崇德
向善积分银行”试点工作。在这个“银
行”里，以户为单位，基础分为100分，
围绕社会公德、个人品德、职业道德等，
有43项加分项和31项扣分项。如有好人
好事，可以加1～10分。村民李启义就因
扑灭了一场野外用火导致的小范围火灾，
一下子加了10分。凭借“积分储户一本
通”，村民们可以兑换洗衣液、食用油、
餐巾纸等。村委会还会通过月评分、季评
星、年评模，进一步激发村民做好事、讲
奉献的热情。

同样，在桂阳县正和镇和谐村，也有
一个德治积分银行超市。村民也可围绕

“日常善举零存整取、三大创建定期收
益、五类贡献超值分红”主题，通过善行
义举换取积分，再用“德治积分”兑换
米、面、油等物资奖品。这样一来，村里

“人人参与乡村治理，全民共建美丽乡
村”的氛围自然越来越浓。

乡风淳朴

深秋时节，走进北湖区华塘镇三
合村，郴州市众智惠农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360 亩的蔬菜基地里，菜心鲜
嫩、西兰花肥壮，正是采摘的好时
候。这是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认
证基地之一，今年已为郴州市和粤港
澳大湾区提供新鲜蔬菜 350 多万公
斤，销售额超过1500万元。

不远处，吴山村的优质水稻也已
经成熟，有的高度近 1.5 米。不过，
草莓才是吴山村的“特色IP”。今年
11月，吴山村（草莓）还入选了第十
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
单。聚焦草莓产业，吴山村建立草莓
产业园、草莓三产融合创意体验
园，兴办草莓学院、草莓节，打造
起独具特色的食住行游购娱全体验
草莓之旅。

今年，这里还开发了“莓稻轮
作”的新模式——谷雨过后，幸福
农场的负责人吴幸红就拔了大棚里
的草莓，种上了水稻。这样一来，4
月至 7 月种植水稻，9 月至次年 3 月
种植草莓，既 能 提 升 土 地 的 利 用
率、改善土壤环境，又能增加农场
收入。

同时，吴山村还抓住南裕小龙虾
这一特色农业品牌，重新运营鲜虾
馆、打造稻虾种养基地，并依托吴山

古桥及周边自然资源禀赋发展水上娱
乐项目，集中力量打造集休闲娱乐、
餐饮服务、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吴山农
旅核心地带。

同样“多核”发展的，还有桂阳
县正和镇和谐村。

一大早，桂阳县正和镇曙辉家庭
农场里，李文国就忙着确认订单、打
捞甲鱼，准备销往桂阳周边。他的
110亩生态甲鱼养殖基地评上了省模
范家庭农场，让他干劲十足。

其实，和谐村里不止有水产，果
蔬、烤烟、餐饮、休闲旅游等产业也
发展得有声有色。

近年来，村里流转了200多亩闲
置土地，由村委经营，引进一蔬菜种
植企业种植 50 亩土地，并安排一名
专干对剩余150亩土地实行“水稻制
种+烤烟”轮作，实现了集体经济多
元化发展。

同时，得益于穿村而过的一湾碧
水，村里打造的“鹭山恋”景观还没
完工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一
期投入资金 800 万元、占地 100 多亩
的星空露营游乐园，更成了附近新的

“网红打卡点”，不少市民呼朋唤友来
访，或乘坐小火车、体验彩虹滑道，
或在天幕下与三五好友聊天烧烤、住
进帐篷观赏星空，陶醉在山水之间

……以“美丽风景”为底色，和谐村
的“美丽经济”正在起飞。

收获的季节里，靠着各村的特色
产业，西河两岸处处响起丰收歌。

永兴县松柏村流转土地 6000 多
亩，发展起休闲农庄、油稻轮作基
地、油茶基地和冰糖橙基地；苏仙区
瓦灶村将小小的栖凤渡鱼粉做大做
强，年产值达到 3 亿元，带动 5000
多户农户增收；永兴县湘阴渡街道
西河村发展乡村休闲旅游，通过举
办乡村旅游文化节，每年吸引游客
达20万人次……

在西河沿线，今年已种植蔬菜
6340亩、冰糖橙1.3万亩、草莓807亩、
其他水果 8184 亩；水产养殖 3260 亩、
生猪存栏 16 万头、出栏 43 万头。同
时，建设市级及以上现代农业特色产
业园 6 家，建立粤港澳大湾区“菜篮
子”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16个。

如今的西河沿岸，农业产业发展
生机勃勃，通过实施“一村一策、一
村一特、一村一品”的战略，地域特
色鲜明、创新创业活跃、业态类型丰
富、利益联系紧密的产业新格局初步
形成，田园观光、农耕体验、文化休
闲、景观农业、观光采摘、特色民宿
和民俗风情游等业态如雨后春笋，农
文旅融合发展的脚步日渐加快。

产业兴旺

西河静静淌过，百里画廊蜿蜒。
这条令人心醉的风光带全长约

142千米，发源于北湖区仰天湖骑田
岭山脉，滋养着桂阳、北湖、苏仙、永
兴 4 个区县，串联起 52 个行政村，终
在永兴县便江街道西河村汇入耒水。

今年以来，我市制定了《西河乡
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4年）》，力争用三年，把西
河沿线打造成全国知名乡村振兴示
范带、知名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特
色优质农产品重要供应基地、乡村治
理标杆、“幸福河湖”胜地。

如今，西河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
有声有色，郴州人民正共同谱写着一
曲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
幸福歌，探索着一条可复制、可推广、
可持续的乡村振兴之路。

我们沿着百里西河一路前行，满
眼是风景，处处有故事，人人带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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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仙区许家洞镇板子楼村（侯淞耀 摄）

永兴县湘阴渡街道堡口村（资料图）

桂阳县正和镇和谐村桂阳县正和镇和谐村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欧阳常海欧阳常海 摄摄））

苏仙区栖凤渡镇瓦灶村（（资料图资料图））

河边，游道平坦，绿树成荫，碧
绿的西河泛起涟漪；村中，片片青瓦
配上灰屋脊、白粉墙，竹篱笆围起屋
前一片片绿意；山间，千亩竹海公园
青翠逼人，静候游客光临……走进
苏仙区许家洞镇板屋村，一幅秀美
整洁的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

高颜值的背后，离不开板屋村干
部群众共同的努力。70岁的老党员肖
启金就积极加入了美丽庭院创建活动
中，在一次屋场会中，他提出了圈养
家禽的意见。很快，肖家的后院里，
就建起了一座专属于家禽的“别墅”。

不仅如此，新建小广场、安装路
灯、修建停车场、硬化路面、拆危拆
旧……一系列的小变化，让板屋村村
民的幸福感噌噌上涨。

的确，变化，就在村民身边。今
年年初以来，西河沿线拆除杂房危房
空心房 8091 间、断壁残垣 1081 处，
生态廊道 （补） 种树 10 万余株，沿
线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7.3%，行政村
生活垃圾治理覆盖率达 100%，基本
实现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美
丽乡村，名副其实。

扮靓乡村，也要留住乡愁。走
进永兴县湘阴渡街道堡口村，每一
件原汁原味的老物件背后，都有一
个特别的故事，总有一处能勾起来
访者的美好乡愁。这里，建好了整
面墙的“农耕记”，集中展示着犁、
垄、梳谷耙等农具；新建的生态廊
道文化艺术墙长1.2公里，墙上嵌入
了瓦罐、瓦片等旧材料，做出新造

型；大家还利用多年失管荒地建造
“幸福菜园”，菜园用竹子建造篱笆
和大门，别有一番趣味。

同样，北湖区招旅村也利用从
危房、旧房中拆除清理下的砖块，
将之用在村民的房前屋后，又垒起
小小文化墙。

漫步西河，处处景美——美在自
然风光，也美在村庄设计。结合不同
村庄的特色、基础，我市坚持“一村一
特”“一村一策”，“竹韵”板屋、“福寿”
兰王庙、“奇野”梨园、“好客”招旅、“雄
鸣”松柏……美丽乡村，各美其美。沿
着西河，我市已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20 个，特色村庄串珠成链，真正
形成“一村一处景、一乡一幅画、一县
（区）一风光”。

风光旖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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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仙区栖凤渡镇河头村彩色稻苏仙区栖凤渡镇河头村彩色稻 （（卢经纬卢经纬 摄摄））

北湖区华塘镇吴山村草莓基地北湖区华塘镇吴山村草莓基地（（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黄婧雯黄婧雯 摄摄））

西河风光带永兴段西河风光带永兴段（（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