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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周末下乡去

●在希望田野上

最近，山东曹县突然火了，各
种段子在网络广泛流传。

“宁要曹县一张床，不要上海一
套房。”“超一线城市北上广曹。”“家
乡和曹县同处一省，我经常半夜笑
醒。”“上有天堂，下有曹县。”如此溢
于言表的傲娇，让这个鲜为人知的
鲁西南小县，热烈而奔放地出圈。

“一夜爆红”的背后，大写着曹
县的硬核实力。腰包鼓起来的村
民盖起了新房，很多家庭购买了小
汽车，小县城出现了拥堵的晚高
峰，村民们身着自己设计的服装走
上 T 台, 广场舞出现在了农家门
口……产业兴旺、邻里和谐、乡风
文明，时时处处展现出农民朋友致
富后的精神风貌。

爆红的曹县，绝非浪得虚名，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达的电商，
是那些世代务农的老乡们，主动拥
抱互联网的结果。据统计，曹县原
创汉服销售额占全国同类市场的
1/3，形成了中国最大的演出服产
业集群，实现了淘宝村镇域全覆
盖，可谓“家家开工厂，户户办企
业，村村都是淘宝村”。在那里，几
乎是只要能用针线的人都参与到
汉服制作中来，妇女可以绣花缝扣
子，老人通过帮着分装打包成为工
作链条中的一环，而淘宝旺旺闪动
的“亲，您好”的背后，很有可能是

“一指禅”敲动键盘的曹县大妈。
除此之外，饭店以“淘宝”命名，镇
政府专设电商办，年轻人找对象，
最关心的是“会不会用电脑”，就连
办喜事也是“淘宝”婚礼。2015年
国庆举办的一场婚庆仪式，女方送
的嫁妆是两家淘宝店，男方迎接新
娘的交通工具则是十来辆快递三轮
车。那天，迎亲车队行驶在乡村小
路上，勾勒出别具一格的风景线。

如果说，互联网成就了曹县，
那么“宇宙中心曹县”这个梗的缘
起，和大集镇丁楼村一名叫葛秀丽
的女性有着密切的关系。2009
年，这位“军嫂”在去部队探亲的时
候接触了电商，回来后开了村里第
一家网店，销售影楼服饰，还有当
地特产。当时快递点尚不完善，她
得蹬着三轮车穿过村子，把货品拉
到镇里甚至县里去邮寄，一路激发
了其他村民的好奇，也一路撒下了
电商的种子，带动更多村民开起淘
宝店。一家又一家汇集成而今的
淘宝村，大集镇也成了电商镇，更
多的人凭借这根网线发家致富。

当然，今天的曹县变得名声在

外，除了有村民们的眼界和努力，
也离不开当地政府因势利导的扶
持和引导。为了给网店的发展提
供良好条件，乡村主干道拓宽了，
快递点设到了村里，畅通电商创业
注册企业一站式服务渠道。此外，
大集镇政府还改造当地废弃厂房、
庭院，为网店准备场地，建成淘宝
产业园。就连曹县县委副书记、县
长梁惠民，都曾身穿汉服推介过曹
县的电商产品。2021农历新年之
际，她身着红色汉服给网友拜年，
这种耳目一新的带货方式，引起众
多网友点赞。

近年来，汉服潮风起云涌，曹
县电商的发展，恰逢汉服产业的兴
起。樱花盛放的季节，古色古香的
胡同巷窄，繁华涌动的步行街，总
能看到穿着汉服的漂亮小姐姐，颇
具“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
落梅”的神韵，间或还有再现古风
汉服的美男子，如若鲜衣怒马的长
安少年郎，和这个霓虹映衬高楼，
车流疾驰涌动，生活节奏风驰电掣
的时代融合得天衣无缝。敏锐的
村民及时捕捉商机，曹县的汉服产
销稳稳地站在了这个风口上。更
令人惊叹的是，全国各大晚会、演
唱会、戏剧所需要的服装，25%都
来自曹县。

近年来，伴随我国农村移动网
络覆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广泛普
及，农村电商发展迅速，交易规模
不断创新高，用户规模快速增长，
其中淘宝村的发展功不可没。电
商平台涌入农村市场，不仅改变了
乡村购物方式，更成为助推精准扶
贫的重要途径，农村电商为乡村振
兴插上“金翅膀”，朝着产业兴旺的
目标振翅翱翔。

曹县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语录：
在外东奔西跑，不如在家淘宝。由
一根网线连接的丁楼村、大集镇、
曹县，不仅形成了一个从原材料辅
料供应、产品设计创新，到生产、销
售的表演服饰产业格局，电商的崛
起还让传统的乡土社会呈现出更加
和谐的社会秩序。在外打工多年的
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返乡，他们在家
门口创业致富，还能上赡父母、下育
子女、夫妻互助，触发了乡村秩序的
新格局。村庄的发展蒸蒸日上，农
民的日子越来越幸福红火。

曹县的实践表明，电子商务完
全可以成为新常态下促进农村产
业发展进而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
途径。

九山半水半分田，钱江源头，呼
之欲出的国家森林公园，开化的好
山好水是众所周知的事，琪琅山就
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端午前
夕，记者来到杨林镇友好村琪琅坑
自然村，感受了一番琪琅山的氧吧
魅力。

玩什么
森林氧吧魅力无限

琪琅山毗邻钱江源国家公园，
属怀玉山脉，与三清山一脉同源。
山中植物资源丰富，属于中国罕见
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典型代表。
这里的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是 365
天，地表水为Ⅰ类水质，负氧离子含
量也非常高。去年，被浙江省林业
局评为“浙江森林氧吧”。

来到雨后的琪琅山，空气格外
清新，记者一边做着“氧疗”，一边欣
赏着山村的景色。一条小溪把琪琅
坑自然村分成了两半，两旁绿树遮
蔽，农舍倒映在水中，整个村庄像世
外桃源。

琪琅坑自然村不大，四五十户
人家，百十来人。溪水两旁，农舍的
门前屋后，桃子、杨梅等本土果树已
是硕果累累。门前的小溪埠头，或
石垒，或浇筑，干净整洁，村民入溪
洗刷堪称享受；用竹枝编扎的沟边
护栏、菜园篱笆，整齐美观，山寨情
趣横生。

琪琅山现在最吸引人的景点有
野生石斛谷旅游基地、原生态森林、
瀑布、螺蛳湾水库……这些景点极
少有人工雕琢的痕迹。云过林梢，
山风拂面，溪水之声盈耳，顿时让人
有“心远地自偏”的超然。

吃什么
山珍河鲜飘香十里

琪琅山下有一个螺蛳湾水库，
这里的水质堪称矿泉水，因此游戏
于其间的鱼虾自然也是鲜美无比。
村里的农家乐家家能烧一盆上佳的
红烧鱼、爆炒青蛳等，这些主打菜用
琪琅山泉水炖煮，一入口爽滑可口；
炒青蛳时村里人喜欢配上一把紫

苏，别有一番山野风味，能让人多吃
几碗米饭。因为背靠大山，山珍是
村民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山珍煲
采用山上采下来的菌菇，用砂锅炖
煮，还未出锅就已飘香十里。

随便找个农家乐坐进去，你都
会吃到很正宗的琪琅坑农家菜。亲
朋好友围坐一桌，食兴十足，谈谈河
鲜菌菇，聊聊土腊肉怎么烧更讨人
喜欢，说说米酒土酿如何分装，那真
是别有一番韵味。

住哪儿
酒店民宿都可选

琪琅山四周农家乐众多，村子
离杨林镇也不远，到镇上住宿也很
方便，红播酒店、西越霄龙乡村度
假酒店都小有名气。红播酒店比
较“老牌”，它的前身也是酒店，近
年来本地乡贤旗下的“红播公司”
接手后，对酒店进行了重新装修，
现在的红播酒店设施配置新，品质
好，住在这里比较舒适。西越霄龙
乡村度假酒店是新中式风格的民
宿综合体，是集游乐观光、养生度
假、现代农业种植、拓展培训和书
画写生为一体的生态农业旅游度
假景区，也是很多游客来杨林的首
选投宿地。

怎么走
自驾去最方便

杨林镇处于浙皖赣三省旅游金
三角地带，新建的 351国道穿镇而
过，杭新景高速公路在杨林集镇设
有出口，交通十分便利。如果走高
速公路去琪琅山，可在杨林出口下
高速，然后往华埠方向开 6公里就
能到达目的地。

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范本
佟吉清

端午时节去琪琅山泡氧吧
记者 郑理致 文/摄 通讯员 韩月华

琪琅山间的溪水

人鸟和谐白鹭飞
连日来，柯城区万田乡下蒋畈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坦上家庭农场的农机手在翻耕土地，准备种植水

稻。成群结队的白鹭、八哥鸟正在觅食，成为一道人鸟和谐相处的生态美景。近年来，柯城农民在农业生
产中科学合理地使用农药化肥，使农田及山林、湿地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可能，
白鹭等生物有了良好栖息地。 通讯员 胡江丰 蒋诚 摄

“四个一”数字化
赋能乡村振兴
6月1日在浙江平湖召开的

全省数字乡村建设工作推进会
强调，要围绕打造国家数字乡
村建设展示窗口、乡村数字生
活服务标杆、乡村整体智治先
行样板的总目标，加快打造“四
个一”，即一个“乡村大脑”、一
张“数字地图”、一批“未来乡
村”、一批“应用场景”，全面提
高我省乡村的基础设施、数字
经济、生活服务、整体智治能力
和水平。

今年重点要做好六方面工
作：加快数字化改革与数字乡
村建设有机融合；加快推进数
字乡村“新基建”；完善数字“三
农”协同应用平台；壮大乡村数
字经济；做优乡村数字服务；增
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打造乡
村整体智治样板。

据《农村信息报》

上安村

种红高粱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姜玲 汪

亮亮）眼下，又到了红高粱的
播种时期。连日来，由开化县
大溪边乡党员干部和上安村干
部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个个身
着红马甲、手拿锄头等工具，穿
梭于上安村的田间地头，帮助
村里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播种红
高粱，为上安村的红高粱丰收

“保驾护航”。
“学党史要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用实际行动为老百姓做
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大溪边乡
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余红卫几
乎每天都坚持到高粱地里帮
忙，他说，趁着天气好，要抢抓
农时播种。经过一段时间的历
练后，乡镇干部们已逐渐掌握
要领，从最初的“新手”变成了

“能手”。
“看到乡里的党员干部这

么努力帮助我们播种红高
粱，我很感动，我们一定会把
红高粱种好的。”上安村党支
部书记余雄富说，今年上安
村共播种了 5000 亩高粱，比
去年增加 1000 多亩，基本上
家家户户都种起了高红粱。
目前，全村已经播种 4000 多
亩红高粱，预计 6 月 10 日前
能全部完成。

“播种期间，乡里组织了
乡党员干部学农事、干农务等
各项培训活动，并下沉到田间
帮助农户务农事，真正发挥党
员干部的先锋作用。”余红卫
相告，近年来，大溪边乡一直
保持乡干部们帮助农户播种
和收割红高粱等农事活动的
传统，特别是自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大溪边乡组织党员
干部听民声、察民情，收集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并积极落
实，让党史教育真正走到老百
姓身边。

残腿走出致富路
开化县张老拐家庭农场业主张士福，先天右腿残疾，他身残志不残，

以坚强的毅力创业致富。他在开化农商银行贷款支持下，种植了15亩西
瓜、16亩葡萄。目前西瓜已进入采摘期，每天采摘西瓜500余公斤，仅西
瓜收入可达30多万元。另外，他还种植6个品种的葡萄，预计今年总收
入可达80余万元。图为张士福正在大棚内采摘西瓜。

通讯员 齐振松 徐盛 摄

本报讯 （记者 胡宗仁 通讯
员 兰宏刚）“现在，田畈里干净了，
一片绿色。”6月9日，在衢江区莲花
镇东湖畈村，种粮大户夏建华告诉
记者，早在前些年，农药空瓶被农户
随意丢弃在田边、池塘边，废旧的农
膜乱飞，环境被污染，自从开展农业
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后，田边的农
药空瓶、废弃农膜全不见了，田园
清洁，环境变美。目前，他把去年
229公斤农药空瓶、260公斤废弃农
膜，上交到衢江区农业废弃物归集
中心。

夏建华说的农业废弃物归集
中心，设立在莲花镇东湖畈村山沿

家庭农场仓库里。记者在现场看
到，归集中心的外面立了一块“农
业废弃物归集中心”的牌子，仓库
里堆放着捆扎好的废旧农膜、肥料
包装袋。

“今年，中心已归集农药废弃
包装物 22吨、废弃农膜 45吨、废弃
肥料袋 5吨。”农业废弃物归集中
心负责人杨红卫介绍，中心负责全
区的农药废弃包装物、废弃农膜，
以及废弃肥料包装袋的回收、分
类、归集、打包、出库处置和田间
巡查等工作，下设回收网点 66个，
有从业人员 8人，拥有符合环保要
求的专用归集车 2辆、安全设备达

标的仓库 1500平方米。
“今年，无害化处置农业废弃物

速度快，已处置农药废弃包装物 20
多吨、废旧农膜 40吨，仓库里的农
药废弃包装物只有 1吨左右。”杨红
卫打开仓库，记者看到里面只有一
小堆农药空瓶。杨红卫说，去年归
集中心共回收处置了农药空瓶 34
吨、废旧农膜 63吨，形成了“经销点
回收+环保处置”模式。

一旁的衢江区农业农村局农业
技术推广研究员颜贞龙介绍，现在
全区每个乡镇至少设立 1 家回收
点，大的乡镇有 4~5家，以农药经营
单位和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为主，

确定专人负责，做好台账记录，做到
应收尽收。主动与光大环保能源
（衢州）有限公司协调对接，开展废
弃农膜无害化处置工作；针对农药
废弃包装物处置困难，造成库存积
压这一老大难，多渠道突破，现已将
回收的农药废弃包装物全部无害化
处置完毕。

为全面推进衢江区农业水环
境治理工作，衢江区政府将农业废
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列入年度乡镇

“党建治理乡村大花园建设”考核
内容，确保全区农业废弃物回收处
置工作顺利开展，回收和处置率
90%以上。衢江区每年开展工作布

置会、下乡集中宣传活动、农药废
弃包装物田间巡查行动和对运营
主体的考核活动等四次集中行动，
成效明显。

从开展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
以来，衢江区的该项工作全部超额
完成省定考核指标，并多次得到省
里表扬。如今，通过宣传培训，广
大农户环保意识增强，并积极参与
到清洁田园行动中来，现在田间地
头基本上看不到有农药废弃包装
物出现，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业
面源污染，保护了农业、农村生态
环境，清洁了田园，受到了社会各
界好评。

清洁田园 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衢江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成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