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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丰村位于金口河区西
南，毗邻凉山彝族自治州甘
洛县，紧靠金口河区八月林
自然保护中心，平均海拔
1400 米，是一个“天然氧
吧”，高海拔的湿润环境为种
植高山有机茶叶提供了良好
的生态环境。

“每天天微亮就下地采
茶，一直干到太阳落山才回
家，一天要在茶山上待十几
个小时，虽说采茶是件辛苦
事，但能挣到钱，再辛苦都
值得。”林丰村一组村民洛
子联亮说，外面的茶叶 40
元至 50 元一斤，但是林丰
村村民自己种植的高山有
机茶叶可以卖到 85 元一
斤。高品质的茶叶让茶农
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
越舒畅。

春夏采茶叶、秋冬收药
材，这是林丰村民不变的习
惯。

林丰村土地肥沃，植被
覆盖范围广，生态良好并且
共安彝族乡境内成昆铁路

复线即将建成，对外交通便
捷，交通区位优势明显。近
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
和区位优势，林丰村采取

“合作社+帮扶单位+农户”
的产业发展模式，推广示范
基地，发展茶叶1720亩，种
植川牛膝、大黄等中药材
350亩。如今，这里的村民
依靠勤劳的双手，已经过上
了富足的生活。对于未来，
他们满怀憧憬。

“目前，林丰村全村人均
年收入已达1.3万元，并且还
有可持续、可增长空间。”共
安彝族乡党委书记王强表
示，下一步，将在林丰村产业
结构调整上下功夫，在大力
发展茶叶产业的基础上注重
上档升级，力争现有产业提
质增效。

据悉，林丰村依托资源
优势，在全村发展工业原料
林 12000 亩、蔬菜基地 500
亩、中药材川牛膝150亩、大
黄 200 亩、红阳猕猴桃 60
亩、羊肚菌50亩。

物质生活好起来了，
精神生活也要充实起来。
近年来，林丰村“两委”以人
居环境整治为抓手，以精神
文明创建为重点，加强基层
治理，村容村貌不断改善、
精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文
明素养不断提升。

“现在的农村生活和
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公路
修到家门口，村上还请专
家来给我们讲课，教我们
学习汉语、法律知识，组织
开展各种活动丰富我们的
生活。”村民洛子根喜表
示，“彝汉大交融，我热爱
我的家乡，热爱这片土
地。”

开展创建活动，树立
文明新风。林丰村“两委”
采取彝族“故事演讲+听
写竞赛+歌舞表演”和集
中授课、以案说法等方式，
积极开展“鸽鸽讲堂”“农
民夜校”“新彝人、新家
园、新生活”等形式多样的
活动，丰富村民精神生

活。结合五星评比、环境
卫生评比等活动，破除陈
规陋习，推进庭院改造。

“林丰村作为金口河
区彝、汉共居乡寨，我们始
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修订村规民
约，移风易俗，规范村民道
德行为，树立淳朴民风。
同时还积极开展‘尊老爱
贤’等先进表彰评选活动，
激发先进模范引领力量，
让林丰这座新乡村树立新
风气、更具新活力。”林丰
村党支部书记阿者可布说
道。

一个普通的小村庄从
“区级文明村”到“全国文
明村”，精神文明之花的种
子已经生根发芽，文明新
风在耳濡目染中注入百姓
心田。如今的林丰村，文
明开出朵朵鲜花，产业结
出累累硕果，幸福洒满每
个角落。

（图片由金口河区融
媒体中心提供）

本报讯（记者 赵径 文/图）
近年来，市中区全福街道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
利用地处高速路口、国省干
线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以
特色水果采摘为主的家庭农
场，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
新路子。

眼下正值葡萄采摘时节，
位于全福街道石龙村的浩菲家
庭农场也迎来了开园。“这里的
葡萄往年我们要来摘好几回，
家里人都喜欢吃，今年听说开
园了，就过来摘些回去。”游客
毛力群说。

浩菲家庭农场占地12亩，
主要以种植葡萄为主，由于今
年雨水较多，葡萄的长势也受
到一定影响。农场主胡家兴
说：“今年葡萄开花那段时间天
天下雨，影响了它授粉、结果，

形成了很多大小果。因为我们
采用有机种植模式，口感还是
很好。”

浩菲家庭农场只是全福
街道探索乡村旅游、农旅融
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全
福街道陆续发展了西瓜、火
龙果、蓝莓等数十个以水果
采摘为主的家庭农场，总占
地面积近千亩，实现四季有
果采，每年吸引近 10 万游客
前来体验采摘之乐，带动街
道 30余户农家乐和民宿的发
展，为当地带来 1500 万元的
经济效益。

全福街道党工委委员、宣
传委员肖灵表示：“下一步，街
道将利用食品加工园区冷链物
流等项目，对现有资源进行深
加工，打造水果品牌，促进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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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央文明委发布关于

表彰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的决定。金口河区共安彝族乡

林丰村荣获全国文明村称号。时

隔两年，记者来到共安彝族乡林丰

村，感受文明之花在这里结出的丰

硕成果。

走进林丰村，映入眼帘的是一

片郁郁葱葱的生态林，上千亩茶园

穿插其中，红黄相间的彝家民房沿

着溪水而建，勾画出一幅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的壮美画卷。

随意走进几户农家，堂前屋后

整齐干净，有的农户还在家门口种

上了栀子花、月季花、玫瑰花，花香

沁鼻，让人不经意间便沉醉于这恬

淡的田园风情。农家外的乡间小

道上，三五村民交谈问好，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微笑。

夯实经济基础 集体产业遍地“开花”

树立文明新风 建设美丽宜居新农村

本报讯（罗建中）近日，笔者来到市中区白
马镇凤凰村七组茉莉花基地，一股股花香扑鼻
而来，基地负责人夏建强一边和工人们一起采
摘茉莉花，一边高兴地告诉笔者，2020 年 3
月，他在镇、村的大力支持下，流转土地40亩，
科学种植茉莉花，产量、收入逐年提高，去年纯
收入6万元。今年，产量将超过2万公斤，纯收
入可达15万元。“种植苿莉花，这条致富路真
是走对了。”

2020年，夏建强通过市场调查了解到，种
植茉莉花巿场前景好，可以短平快致富。于
是，他前往夹江、犍为茉莉花基地学习、取经，
还在报刊、网络上学习种植技术，边学边干，当
年3月种植的茉莉花，7月就投了产，收入18
万元。夏建强采用无公害技术种出的苿莉花，
花朵大、香味浓，成为夹江、犍为茶厂的抢手
货，产品供不应求。

一人富了不算富，众人致富更开心。夏建
强告诉笔者，5至9月茉莉花丰花期，基地每天
要请60至70个工人采摘，平常进行除草、施
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常年有40多人在基地
务工，每人月收入2000元至3000元，加上土
地流转费用，今年基地给周边村民带来的收入
近25万元，带动了乡亲们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2020年，夏建强把自家20多亩自留山改
造成了良种茶园，今年开始投产，逐步形成花
茶融合发展的产业链，带动更多村民增收，日
子越过越幸福。

夏建强：

茉莉花盛开
财源滚滚来

游客体验采摘之乐

美丽的林丰村寨美丽的林丰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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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1版）对此，峨边彝族自治县和金口河区深
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探索推出了一系列“切口小、落
地准、见效快”的“微改革”机制和举措，推进人居
环境治理和移风易俗工作，在创新彝区基层治理
上走出了一条全新路径。

峨边彝族自治县新林镇茗新村是四川省最年
轻的行政村，村民为上世纪从大小凉山自主移民
来的彝族同胞。在精准扶贫的帮扶下，村民们虽
然过上了富足的日子，但受陈规陋习影响，“等靠
要”思想并未完全摒弃。生活脱贫了，精神也要跟
上。为此，在市委组织部党的建设制度“微改革”
工作部署下，峨边彝族自治县探索建立村规民约

“红黑榜”制度，印发《峨边彝族自治县“积分超市”
建设实施方案》，在全县推广“积分超市”。

“微改革”撬动“微治理”，助推基层更精治更
善治。新林镇茗新村依托“积分超市”，建立健全
村规民约积分管理和红黑榜机制，群众“比着干、
争着干、主动干”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茗新村第一书记蔡明明表示：“积分制管理运
行以来，村民们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越来越整洁，
大家参与村级治理的积极性更高了，都在你争我
赶想要进入积分红榜。”

为解决异地扶贫搬迁户群众的“融入异地难、
移风易俗难、产业发展难、增收致富难”问题，金口
河区积极探索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一约两
委三团四会”治理模式，构建“支部引领、干部带
动、党员示范、群众主体”治理格局，通过召开“坝
坝会”“1+N”结对等形式摸底研判，制定安置点
《居民公约》。量化“敬老爱幼、邻里友善、遵纪守
法”等12项积分指标，以“红黑榜”公示、荣誉上墙、
实物兑换等方式，表扬奖励表现突出的家庭，“1对
1”激励转化积分靠后家庭，激发群众荣誉感和参
与基层治理积极性。打造360度便民高效政务服
务矩阵，在安置点成立管理委员会和自治委员会，
构建多元化立体管理体系，有效破解群众“异地难
办”和“无人管理”问题。成立致富帮带团、志愿服
务团、法律服务团，以劳务输出、就业创业、产业发
展等方式带领易地扶贫搬迁户增收致富。

基层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乐山市以党
建制度“微改革”为契机，关注“微小”、推进“微
改”、实施“微创”，切实解决城乡基层治理难点、盲
点，激发活力打造出了基层治理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