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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地铁站里的文化墙、乾安县一些村落的古
文化墙、柳河的古城墙都是用青砖古瓦修建起来。看
到这些青砖古瓦修建起来的建筑，让人仿佛回到了
从前，找回久远的历史，而这些青砖古瓦就来自榆树
市大坡镇的徐家窑。不同人心里都有一个不同的徐
家窑，有的是一家工厂，有的是一座民间博物馆，有
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在当地人眼中，徐家
窑是文化的传承，更是美好生活的寄托。

徐家窑是东北最大的青砖古瓦生产地，在徐家
窑的院子里矗立着一座百年历史的古窑，虽然不再
使用，但仍保持着原貌，百年来，窑身已经被多次修
复，但上面的“徐家窑”三个字保留至今。谈起百年老
窑历史，徐家窑的第四代传承人，70多岁的徐加利
说，从1970年开始，他先是在窑上做一名普通的烧
窑工人，后来成为徐家窑的主人，并带着附近村屯的
农民学习制作青砖古瓦的手艺，让邻村村民的生活
也富足起来。

2017年8月，徐家窑博物馆在徐家窑落成，馆舍
面积约200平方米，主要展出古窑出土的砖瓦文物
以及徐家窑古建筑砖瓦烧雕技艺和烧雕制品，同时，
徐家窑还有传统民窑4座，二代生产罐窑22座，现代
化自动生产线1条，徐家窑有传承技术人员30人，带
动周边村民就业300多人，每年产值达3000余万元，
每年用于开展旅游观光活动的资金100余万元。徐
家窑定期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培训班，从游客
中吸引有志之士，培训一批优良的传承人，徐家窑每
次可接待100名游客参观游览，4月到10月为徐家
窑的旅游旺季，每年接待量约2000人次，徐家窑现
已和乡村旅游接轨，极力打造花园式工厂。

乡村博物馆

传承与增收并举
本报记者 陈可炜

近日，位于九台区兴隆街道前岗子村的
花海景观泛起彩色涟漪，构成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这看似应季而来的风光，实则是精
心筹划、深耕细作，以“花海经济”助力乡
村旅游，收获的“美丽”成果。

时下正值花期，“前港花海”景区百花
齐放、芳香四溢，蝴蝶、蜜蜂在花间飞
舞；花海边清澈的饮马河水缓缓流过，诗
情画意中扮美了乡村……如此美景，在试
营业期间就吸引了一拨又一拨游客。

“景色好，‘钱景’才能好！”前岗子村
党支部书记刘景田笑着介绍，景区每年7月
份进入花期，8月份正式对外开放，一直持
续到10月份结束。去年，短短40多天的经
营期，接待游客就达到了2万多人次，加上
花籽儿的收入，实现收益50余万元。

“花海景区给村里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
遇！”刘景田说，“今年花海面积又增加了4
公顷，引进了千日红、荷兰菊等几个新品
种。经过几年的发展，村里筹办起合作
社，精心打造垂钓池塘、儿童乐园、农家
饭庄等配套设施，农村产业由单一经营向
休闲、体验、观光的多功能融合发展转
变，促进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目前，“前

港花海”面积已达到 17 公顷，种植醉蝶
花、百日草、海棠花等10余个花卉品种。

“早就听说这片花海，今天来到实地一
看，果然好看。”家住九台城区的郭明月专
门和家人来到前岗子村，一边漫步花海赏
花，一边驻足拍照。今年，“前港花海”在
原有经营项目的基础上，继续打造亲水民
宿、渡口码头、景观观光台等项目，并与
农产品加工企业签订意向协议，在景区开
设特色展示作坊。

“我们将陆续引进域内农特产品、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景区里打造‘八大
坊’，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提升竞争
力。”刘景田告诉记者，他们今年改变了花
海景区的经营模式，采取公司化运营、合
作社管理、农户参与的方式，推动景区专
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从荒地到花海，“美丽经济”掩映着乡
村新变化。前岗子村根据以花海为代表的
乡村休闲观光等产业分散布局的需要，建
起13公顷的花卉育种基地，探索灵活多样
的增收模式。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带动村
集体经济“美着增收”。

“育种基地每年能采摘花籽儿3000多公

斤，每公斤能卖上百元，仅这项产业就能
增收30万元。”刘景田说，为了确保育种质
量，基地里都是大面积培育，避免花卉交
叉授粉。

在花海里务工、采摘花籽儿、开办旅游
配套设施、入股参与经营……花海绽放催生
的“美丽经济”，不仅让游人流连忘返，也给
当地村民找到了致富门路。“前港花海”景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花海带动了村里100多名
村民务工就业，年用工量达1500余人次，全

年仅村民务工开支就达上百万元。
发展一项产业，带动一方经济。眼

下，前岗子村开始谋划全季旅游，“冬天也
不能闲着，我们正研究冬钓、冰雪娱乐、
特色餐饮等项目，借助成体系的乡村旅游
产业，建设富裕的美丽乡村。”刘景田表
示，他们还将以“前港花海”为中心，完
善主要交通基础设施，实现景区街区直
通，引导周边8个村打造一村一品，推进农
旅产业协同发展。

花海绽放饮马河畔
年收入超50万元

本报记者 梁 闯

“我每周末都会约
上三五个好友来这里
跑步、爬山，再吃一
顿有机农家菜，感觉
棒极了！”近日，市民
赵丹女士与朋友再次
相约双阳区奢岭街道
奢爱良蔬有机果蔬农
场，来到坐落于山间
的垂钓湖放松，在环
湖而建的木栈道上跑
步，成了他们最喜欢
的健身项目。

奢爱良蔬有机果
蔬农场集果蔬采摘、
垂钓、餐饮、休闲观
光为一体，果蔬产品
涵盖 80 多个品种，另
有梅花鹿观赏园、农
耕文化博物馆和儿童
游乐园。近年来，随
着 人 们 对 健 康 的 关
注，该农场开发了占
地两万平方米的垂钓
湖，100多公顷的树林
环 湖 而 立 。 湖 光 山
色、爬山徒步、田园
农舍，奢爱良蔬有机
果蔬农场将康养娱乐
与 田 园 生 活 有 机 融
合，打造出一幅“田
园牧歌”式的旅游图
景。

走 进 蔬 菜 大 棚 ，
红色、黄色的小番茄
令人垂涎，鲜嫩的黄
瓜、茄子、豆角等有
机蔬菜十分诱人。“现
在 油 桃 采 摘 正 当 季 ，
蔬 菜 一 年 四 季 不 断

档，随时到大棚里都能采摘到新鲜蔬
菜。”奢爱良蔬有机果蔬农场经理沈晶介
绍，园区内建有温室大棚75栋，大型智
能化育苗温室1座，草莓研究所1700平方
米，会员接待中心 1700 平方米，农产品
生产加工车间 1700 平方米，冷藏库 5650
平方米。

穿过大棚区，来到农耕文化博物馆，
犁杖、水车等老物件映入眼帘，向游客展
示着传统农业中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古老的
农耕文化。“摘油桃、吃农家饭，游客在
这里可以回忆过去，感受民风民俗，体验
城市里没有的乐趣。”沈晶说。

奢爱良蔬有机果蔬农场的发展带动了
周边农民就业，从爱国村、双榆村、团结村
招聘工人200余人；作为省内重点龙头企
业与周边20多家合作社合作，并给予技术
支持，帮助参与大型展销活动，拓宽其他合
作社产品销路；投资3000万元打造奢爱草
莓种苗种植项目，通过土地流转、成苗回收
等方式带动周边1300户农民年人均增收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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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傍晚，市民张先生一家驱车来到
双阳区太平镇小石村，孩子们在小山坡上尽
情奔跑，他们夫妻则坐在小石潭边，看着远
方的夕阳西沉，听着稻田里的蛙鸣，感受着
难得的微凉晚风……走进村庄，古色古香的
白墙灰瓦让人眼前一亮，休憩凉亭、滨水环
廊、绿化苗木等景观交相辉映，一场惬意的
微度假就这样徐徐展开了。

小石村地处双阳区太平镇东南部，全村
共 327 户，1280 人。小石村围绕促进农民富
裕富足办实事，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推动村强民富作为实事项目，积极开展村级
集体经济提档升级行动，凭借土地、山水、田
园等特色自然资源，开发增收项目，全面打
造“乡村休闲＋民俗＋旅游观光”的美丽村

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着力打造美丽
宜人、业兴人和的社会主义新乡村。

小石村利用资源优势成功吸引长春万
龙集团，成立万龙小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和万龙小石旅游公司，形成“村集体合作
社＋运营商＋X”的多元合作模式，不仅
让参与的各方获利，助力农村经济发展，
也形成稳健、可复制、集群发展的致富之
路。协调万龙集团以小石水库为核心，投
资3000万元打造万龙湖旅游度假区，在万
龙湖附近建造龙丰果采摘园，“果园＋旅
游”模式将龙丰果产业园与小石村旅游产
业的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同时延伸村民
自办采摘园的效益链。创建沐森种植合作

社，吸收96户村民种植富硒水稻，合作社
负责技术指导及景观管理，农户负责经营
种植水稻，每户年均增收5000余元。

如今的小石村拥有 5 栋集体经济民
宿、202平方米的农家乐，300平方米的农
产品展示中心、300 平方米的电子商务中
心，还拥有注册资金 500 万元的万龙小石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村民提供服务，2021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5万元。

秀美的环境、完善的设施，吸引了大
量都市人群前来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小
石村也成了网红打卡地，村党组织积极鼓
励农户，增加经营性收入和服务性收入，
202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一年增加6000
元以上。

网红村庄微度假 撬动增收大产业
本报记者 赵猛佳

6月的桑葚采摘、8月的垂钓旺季、10月
的落叶美景……位于松花江流域的农安县
小城子乡镇江口松花江码头，依山傍水，景
色迷人。目前，小城子乡乡村休闲旅游业不
断升温，在全域旅游发展的基础上，小城子
乡拓展农产品营销方式，带领百姓走上致富
的道路，知名度和美誉度也不断提升，很多
游客因为购买了优质的农产品成了回头客，
年均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

依托顺民心合作联社、山泉湖旅游合
作社，小城子乡将扶贫资金投入到旅游

上，形成了村集体、合作社联合发展模
式，第一年就为村集体增收近 5 万元，如
今村集体经济年增收已达12万元。

打破传统模式，小城子乡让农业融合与
生态旅游循环发展。“我们还在西王家村专
门成立了农牧专业合作社，蛋鸡数量达到十
几万只，所用鸡饲料都由本村所种的玉米加
工而成，产生的鸡粪无害化处理后，也将作
为肥料全部投入到水稻生产中。”合作社负
责人告诉记者，通过循环农业，他们带领农
民养殖蛋鸡、种植水稻，在旅游景点设立销

售点，销量一直不错。
小城子乡坚持以点带面促发展，着力打

造镇江口松花江码头观光，益州古城微广
场、西王家村村史馆等集观光、休闲、文化为
一体的旅游特色品牌，开发佟家垂钓园、于
家渔场等旅游优势资源，使当地旅游与农产
品互相助力。

如今，在合作社和旅游产业的带动
下，大部分村民走上了水稻种植、蛋鸡养
殖的致富路。“我们两口子都在合作社从
事蛋鸡养殖工作，家里还有 2 公顷水田，一
年下来收入 10 多万元没问题。”西王家村
村民赵永武告诉记者，自家种的水稻，按
照标准进行生产，可以跟着合作社一起卖
个好价钱。

度假村成农副产品销售“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张欣禹

留得住乡音，记得住乡愁。贯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基
石，而在产业发展中，乡村旅游是对
乡愁最好的回味。小石村的慢生活
调节着现代都市的紧张节奏，奢爱
农场的果蔬采摘重温起记忆中的
儿时喜乐，前岗子村的花海找回了
绿水青山的惬意，民族乡的稻田画
讲述着传统的田园牧歌……近年
来，我市乡村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城市周边短途的乡村休闲游深受
追捧，乡村休闲游已成为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推手。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
施乡村休闲旅游提升计划。支持农
民直接经营或参与经营乡村民宿、
农家乐特色村（点）发展。将符合要
求的乡村休闲旅游项目纳入科普
基地和中小学学农劳动实践基地
范围。政策加持，乡村旅游大有可
为。乡村旅游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中有着极高的黏合度，旅游兴旺亦
是产业兴旺，种、养、加工、销售都
与之息息相关，是一二三产业融合
的必要手段，推动着生产、生活、生
态的综合发展；发展乡村旅游，必
然要提升人居环境，实现生态宜
居；达到治理有效，才能持续吸引游客前来；乡风文
明是乡村旅游的灵魂，也是乡愁的力量所在，促进文
旅融合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乡风文明建设。产
业兴，乡村美，治理好，风气正，自然带来农民富，乡
村旅游像一条红线，穿起了农民的美好生活。

乡村旅游持续“上新”，如何做好乡村旅游这篇
大文章，使其更好地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是
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记得住乡愁，一定要突出
乡村旅游的产业发展特色，不能“千村一品”“千村一
色”，古诗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乡村要有乡
村的样子，在基础建设和乡村美化上不能照搬城市
模式，要立足当地实际，不能盲目追求高、大、上；同
时也要杜绝盲目跟风，看别人干什么挣钱就建什么，
失了自我本色，最终必然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记得住乡愁，同时还要留得住乡音。现阶段乡村
旅游发展的另一短板就是专业人才短缺，实现产业
化发展，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核心竞争力，乡村
旅游人才的需求有其特殊性，“乡音”尤为重要。我们
要立足实际，在本地培养一批人才，同时更要引凤还
巢，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回乡就业，回乡创业。

回味乡愁，发展乡村旅游是必由之路。乡村旅游
发展快，带富能力强，能同时满足城乡居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用好乡愁这把“金钥匙”，定能打开致富
锁，打开幸福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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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休闲游成了今年的大热门，这得益于
近年来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的大力开展。
双阳区和九台区是我市两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点，拥有双阳区太平镇小石村、九台区
土们岭镇马鞍山村等8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以双阳区为例，近年来，双阳区出台促进农
民增收实施方案，健全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利益
联结机制，有效地增加了农民工资性、财产性和
经营性收入。支持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引导农

民大力种植草莓、香瓜、绿色水稻等特色农作
物，打造了奢岭草莓、双营香瓜、黑鱼葡萄等一
系列优质品牌。大力发展休闲康养、乡村民宿、
农事体验等农旅融合新业态，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发展到3200多个，辐射农户两万多家。积极
培育农村创新创业主体，国信双创基地等举办的
高素质农民培训、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活动深入
开展。成立双阳区电商协会，打通了城乡配送网
络体系，乡镇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发展到 8 个，

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达到156个。
2022年上半年，到双阳区旅游的人数达到50

万人次，旅游收入约4.4亿元。我市正以乡村振
兴为统领，发挥特色资源优势，实施乡村旅游

“十百千万”工程，分级创建乡村旅游精品点，
提升乡村旅游发展业态和服务质量，为
吉林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提供有
力支撑。

徐家窑博物馆主要展出砖瓦文物以及徐家窑古建
筑砖瓦烧雕技艺和烧雕制品。 陈可炜 摄

““前港花海前港花海””景区吸引了一拨又一拨游客景区吸引了一拨又一拨游客。。 梁闯梁闯 摄摄

沿着拉林河，走进榆树市延和朝鲜族乡
延和村，村内建筑皆冠以青瓦，错落有致；壁
上绘彩画，有人、有树、有山、有城，有警示名
言，有行为规范；这里的人，身着传统服饰，
载歌载舞，笑意盈盈……站在延和村村口，
像看到一幅美丽图画。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延和朝鲜族乡独特的田园风光已成为榆树
乡村休闲旅游的胜地和网红打卡地，为当地
稻米产业引流，带动了有机稻米的宣传和销
售。2020 年7月，延和朝鲜族乡被吉林省民

委、省文旅厅命名为“吉林省少数民族特色
小镇”；2021年，榆树市在乡里投资400余万
元开展了观光农业和智慧农业建设，农业生
产及稻米加工业总产值已近1.1亿元，并打
造特色文旅小镇和“一块田”建设。

“拉林河是延和朝鲜族乡的母亲河。适
合种水稻，延和朝鲜族乡的大米也是出了名
的。我们家种了20多公顷水稻，近几年来这
儿玩的人多了，不用打广告，大米就卖出去
了。”村民杜永春告诉记者，现在的稻田作业
都交给合作社，全程机械化，几天就能种完，

然后他每天都帮忙排练民族舞蹈，有游客时
还会下厨做些朝鲜族特色美食。

“我们在土地上做文章，让效益最大化，
与吉林省农科院、水稻所等科研院所合作，
建立水稻新品种试验基地，选育推广优良水
稻品种。还推出了蟹稻养殖和鸭稻养殖项
目，并种植了 2 公顷土地稻田画，把农业和
文旅结合起来，让产业升级。”延和朝鲜族乡
相关负责人周宇航说，如今延和朝鲜族乡已
是榆树市的全域水田示范区。

绵延2000多米的延和湖让延和朝鲜族
乡独具水乡魅力，几年来，延和朝鲜族乡
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3000余万元，提升改
造延和湖水系生态工程、街路改造工程、
镇区污水处理系统等，建设延和朝鲜族乡
民俗博物馆、延和湖水系景点、稻田画、
观景平台。农闲时，每天来观光旅游的人
可达300人。

民族乡休闲游引流民族乡休闲游引流 稻米销售不用打广告稻米销售不用打广告
本报记者 张欣禹

走进延和朝鲜族乡，
稻田、凉亭、民宿依附在拉
林河畔。 张欣禹 摄

记 者 感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