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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报道组 刘灵雁 通讯
员 王瑶）近日，在常山县白石镇柚
香谷管理中心片区的香柚基地里，
工人们头戴草帽、手拿镰刀，在割
草，对香柚精心管护。而原先这里
是一片闲置土地，该基地位于白石
镇草坪村，2017年，草坪村统一流
转开发后，浙江柚香谷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柚香谷公
司”）利用该地块种起香柚，这给本
村村民和邻村村民提供了不少就
业机会。64岁的林菊英是白石镇
小白石村村民，在基地工作了 2年
多时间，她告诉笔者，从家里到基
地只要十几分钟，不仅能照顾到家
里，还能在家门口工作，每月收入
3000多元。

早在 2015年，柚香谷公司从日
本引进香柚幼苗 60万株时，白石镇
成为第一个“吃到螃蟹”的乡镇。该
公司经过实地考察，从多个行政村

中选择了把香柚项目落户草坪村，
这也让草坪村成为常山县种植香柚
第一村，对于当时村集体经济薄弱
的草坪村来说，简直是“雪中送
炭”。经过 7年的发展，目前草坪村
已经流转了 1600多亩土地，用于开
发种植香柚，带动了全村100多人实
现人均年增收近3万元，帮助村集体
增收30万元。“柚香谷跟我们村里谈
了一个项目‘香柚辣椒酱’，我们想
利用香柚元素与草坪辣椒酱进行融
合，这块能够实施好，将为我们村集
体带来 140多万元收入。”草坪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芳良满怀
期待地说。

立足资源优势，白石镇党委牵
头白石村、小白石村、草坪村等 5个
村与柚香谷公司，以“企业+村+农
户”模式打造香柚共富工坊，探索

“党建引领、产业链接、村企互促”的
发展路径。目前，全镇累计建成香

柚基地 5个 3800亩，并已延伸至天
马街道、金川街道、紫港街道等 6个
乡镇（街道）26个行政村，香柚种植
面积 1万亩，培育香柚苗木 85万株，
惠及农户300多人。

“装箱、打包、发货……”在柚香
谷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穿着工
作服，将一瓶瓶双柚汁装箱搬运装
车后，依次发往全国各地。这款以

“胡柚+香柚”为原料的网红产品双
柚汁，抢占了各大市场“C”位。今年
上半年，企业销售额已达到 1.5 亿
元，特别是今年 9月份，单月企业销
售额已突破1亿元，今年年产值有望
突破 5亿元。从 2021年 6月第一条
生产线投产到今天，柚香谷“双柚
汁”从月销量不足万箱，到如今突破
580万箱。企业还同步开发上市了
双柚乳酸菌饮料、香柚拉格啤酒、香
柚果酒、香柚精油等系列“双柚合
璧”产品。深加工的兴起，不仅能够

给企业带来直接的效益，还带动周
边农户胡柚收购价格稳步提升，也
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近年来，常山县紧盯“两柚一
茶”等农特产业高质量发展，柚香谷
公司作为当地“两柚一茶”产业中的
龙头企业之一，一直为产业发展提
供强劲牵引力。“农业靠天吃饭，前
几年都是投资，基本没有回报，有
了常山县对柚香谷的大力支持，我
们公司才能走到今天。”柚香谷公
司宣传主管徐利华表示，为进一步
拓展市场领域，计划到 2025年，全
县建设标准化香柚种植基地 3 万
亩，创建“双柚”仓储加工基地，建
立精油、果汁、果酱等初加工生产
线，打造产品科技研发中心，完善
民宿、游客接待中心、管理房等设
施，建成集种苗繁育、产品加工、休
闲采摘、文化旅游等于一体的现代
化农业示范基地。

以企带村 企村共促

胡柚遇上香柚擦出强村富民新火花

本报讯（通讯员 周
丽 姚超兴）“学习了直
播技术，我以后既能赚钱
又能兼顾家庭了。”日前，
由江山市双塔街道郑村
村主办的“乡村共富 数
字赋能”短视频制作直播
创业培训班顺利结业，90
后金瑶开心地和一起培
训的同学们分享培训心
得。金瑶大学毕业后在杭
州一家企业上班，她自从
有了孩子之后，就回家全
职带孩子。当听到村里在
招募直播带货学员，她马
上报名参加。

据悉，本次培训学员
共 53人，以农户、返乡青
年以及家庭妇女等群体
为主。培训采用“理论学
习+外出考察”的模式，围
绕抖音短视频拍摄、剪
辑、运营、直播带货、创业
意识等内容进行专题授
课。通过培训，力争让每
一个学员熟练掌握抖音

直播带货的方法步骤和
技术要求，让他们不仅会
说会讲会演，还会拍摄、
剪辑和运营。同时，还让
学员现场直面镜头亲身
体验直播卖货等实战演
练，进一步熟悉直播带货
流程，掌握带货的方法和
技巧，为自身创业就业创
造更多可能性。

“近几年，村里返乡
大学生多起来，村里农户
的创业热情也在持续高
涨。”郑村村党总支书记
邵发修表示，村里搭建培
训平台，主要让大家了解
直播创业运营的新趋势，
提供他们创业发展新思
路，接下来，村里将依托
本地特色文化、优势资
源、特色产业，发展更多的
村民成为带货达人，在流
量时代紧抓互联网红利，
培育特色产业，拓宽村民
就业创业门路，真正让老
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

本报讯（通讯员 王
娜 刘王超）眼下正值茶
苗栽种的黄金期。近日，
在开化县池淮镇虹光村
黄金芽种植基地，趁着阴
雨天气，20余名当地村民
披着雨衣，戴着斗笠，正
在忙着分苗、打窝、栽种，
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这是种植大户方乐
明在去年原有基础上扩
建的黄金芽种植基地。
今年他与池淮镇引进的
优质外商浙江清源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学习
其栽种新技术，在虹光村
原有百亩黄金芽基地的
基础上，又流转土地 160
多亩，用于扩种黄金芽。

“我们今年扩种的品种都
是奶白黄金芽，一般都是
在 11 月中旬开始种植。
基地里每天都有 20多人
在忙活，预计到月底能够
全部种完。”方乐明相告。

黄金芽属绿茶的升
级品种，因一年四季均为
黄色，汤色亮黄，所以得

名“黄金芽”。泡茶后的
黄金芽，汤色清澈，香气
浓郁，口感鲜醇，在市场
上颇受欢迎。池淮镇农
技专家徐声法介绍，虹光
村地处低海拔山区，又有
偏酸性的黄土壤，气候相
对低温、高湿、多雾，非常
适合黄金芽生长。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再加上
科学的栽种技术，种出的
茶叶品质非常好。“好一
点的能卖到2800元一斤，
最低的也能卖到 1000多
元，基本上都是销往安吉
市场。”方乐明说。

满山遍种黄金芽，村
民增收有盼头。黄金芽
茶产业的发展，不仅有效
盘活了当地闲置土地，还
为当地村民提供了100余
个就业岗位，充分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我在这里
干活，一天能挣100多元，
一年下来能挣 2万多元。
另外，土地流转出去，还
能收到租金，很不错。”村
民江景涛表示十分满意。

郑村村举办
“共富学堂”技能培训班

“黄金芽”茶栽种忙
村民增收有盼头

共富老街张灯
1111月月2020日日，，衢江衢江区大洲镇建设中的区大洲镇建设中的““60806080 共富老共富老

街街””，，工人师傅在张灯工人师傅在张灯。。该镇挖掘历史文化遗产该镇挖掘历史文化遗产，，恢复恢复
老街昔日街容街貌老街昔日街容街貌，，让游客在老街上找到乡愁和回让游客在老街上找到乡愁和回
忆忆。。目前目前，，老街虽然未完工老街虽然未完工，，但慕名来但慕名来打卡打卡的游客依然的游客依然
不少不少。。 通讯员通讯员 胡江丰胡江丰 摄摄

11月23日，在江山市石
门镇清漾村的“步步糕”工坊
里，90后小伙周中原正在制
作江山传统特色零食米糕。
今年，为了全力打造未来乡
村，清漾村共挖掘出14位有
一技之长、有经营场所的村
民，让他们参与到共富业态
经营中，让不同层次、不同技
能的群体融入未来乡村建
设，不断激发村民参与的热
情，最大限度将人流量转化
为发展增量。

记者 吴昕悦
报道组 程伟
通讯员 徐若婷

厚植新业态

点燃共富引擎

在开化县，有一个新的网红打卡
点，这里是“百里金溪画廊”诗画风光
带建设的重要节点，也是开化县打造
的首个未来乡村连片发展实验区，它
就是芹阳办事处密赛村。11月 17
日，记者慕名到密赛村，撩开她的神
秘面纱，一睹她的芳容。

玩野趣公园，观奇石江景

密赛村位于县城北郊，自古衢徽
驿道穿村而过。一条马金溪玉带般
环绕着这个古老的村落，清澈的水面
倒映着层层山峦，宛如一卷山水田园
画卷。村里的锣鼓尖傲然屹立，登高
远眺，美景尽收眼底。河边，古木参
天，20多棵高大的樟树遮天蔽日、郁
郁葱葱。

今年，密赛村一跃成为了新晋网
红打卡点，来村里打卡游玩的游客日
渐增多。

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体验一
下。“密赛村可游玩的地方蛮多，最值
得推荐的是近郊野趣户外公园。”上
海乡伴文旅集团开化分公司总经理
何加顺介绍，2021年 8月，由乡伴文
旅集团和开化县两山集团合作，在这
里打造了兼顾文态、业态、形态、生态
协同建设的未来乡村项目。这也是
开化县首个未来乡村连片发展实验
区，密赛村是连片实验区的核心，有
乡村会客厅、徽衢古道美食街、野邻
星际营地和星际小火车在内的四大
创新运营业态。

经过紧锣密鼓的建设，今年 11
月3日，开化县密赛未来乡村连片发
展实验区正式启用。何加顺说，游客
在密赛村，可到石壁山攀岩，在溪里
划皮划艇，到营地搞飞盘大赛活动
等。团队活动，可以组织人员参与星
际研学，学习如何搭建天幕，还有乘
坐热气球等。另外，密赛村的星际小
火车，成了双休日游客玩的热点项

目。
密赛村观赏的景点也多，户外可

到锣鼓尖观看云海。锣鼓尖，海拔
420米左右，气候垂直差异大，造就
了云海奇观，吸引了一批摄影、登山
爱好者。到了夏天，游客可以在溪里

“三峡泛舟”，戏水消暑。
沿着溪边欣赏美景后，还可以观

花海，一睹密赛村的奇石。5月油菜
花开，7月萱草花开，9月赏向日葵，
花海面积有400多亩。

记者参观了野趣户外公园后，步
入一家叫“源茶青舍”的民宿，只见庭
院里摆放不少形状各异的奇石。“这
些石头，叫青石，是我们村的特产。”
民宿负责人陆世文相告，目前民宿里
的大小石头有 30多吨，另外的库存
还有100吨。

开化龙潭石俗称“青石”，因产自
县城龙潭而得名，而密赛村就处于龙
潭的咽喉部位。据光绪廿四年(1898
年)《开化县志》记载：“石出龙潭者，
细嫩可刻字，质地细腻坚润，抚之如
肌，磨之有锋，涩之留花，纹理如丝如
旋，色泽秀润，傍以黄绿色包浆，尤以
褐红沁色为最佳。石色清润，扣之有
声，可观赏。”龙潭石成砚，极为柔美、
端庄，古有龙潭砚为上品之誉。

陆世文一直喜欢收藏青石，听闻
家乡着手打造未来乡村项目，就回到
了密赛村，开起特色民宿。为了吸引
游客，他特意将一块块“宝贝”精心摆
放在庭院里。如今，游客到密赛村游
玩，不少人就是来观赏他的奇石的。

几块“三面带皮”的石头书，更是
让记者啧啧称奇。

品开化美食，尝当地小吃

溪边的岸上，一棵棵古樟树下，
密赛村新建了一条徽衢古道美食街。

街上开张的“漫山里原乡餐厅”
“密赛樟树底汤瓶鸡”等特色餐饮店，

生意不错。
“到密赛，游客一般要品尝开化的

药膳养生煲、开化农家菜。”何加顺说。
较有名的当数汤瓶鸡。汤瓶鸡

是开化的传统美食，历史悠久。过
去，只有在重要的日子才能喝到这碗
鸡汤，如在女人怀孕或坐月子期间、
老人大寿、过大年、有贵客来了。

汤瓶鸡特殊在炖鸡汤的器皿，叫
汤瓶。汤瓶是一种土陶器，使用开化
当地特有的红壤烧制而成。农家经
常用来盛菜、炖汤、煮粥、熬药。

有了好器皿，还需要好的土鸡，
再加上生姜、黄精，才能煲出美味。
汤瓶加炭火煨，鸡汤的味道才会鲜
美，汤才会清澈。

炭火煨三四个小时后，美味终于
煲成。鸡汤烫口，需要一口一口喝。
鸡皮绵软，轻轻一扯便皮肉分离；鸡
肉色泽染上了鸡汤的金黄，入口即
化，香味醇厚。

品尝了汤瓶鸡，可以再享受开化
的清水鱼、开化青蛳、炊粉等美食。
此外，还有开化气糕、“锣鼓煎”等当
地小吃。

何加顺说，游客爬了村里的锣鼓
尖，肚子空了，就到山下吃“锣鼓煎”，
这是一种开化特色的水煎包，可口、
有味道。

喜欢喝酒的人，可以喝未来乡村
的文创酒。到了夜晚或者组织活动
时，各种烧烤让不少人口水直流，而
有特色的当然是烤全羊。

交通便捷，夜宿营地

密赛村距离开化县城约7公里，
交通便捷。沿龙潭公园河道上行 2
公里，或绕公路 5公里便可抵达；从
开化县城出发 7公里，开车约 10分
钟，即可到达。

住哪里？
“喜欢野外的游客，可夜宿星际

主题营地。”何加顺说，目前营地有6
个“登赛号”高端休息舱，10个帐篷。

住民宿，也是一种享受。“源茶青
舍”民宿有17间客房，34个床位，“原
舍·密见”高端民宿有29间客房，58个
床位。另外，游客也可以到村里农民
开的民宿居住，全村有100个床位。

密赛村：放飞心情，与美相约
记者 胡宗仁 通讯员 姜红卫

到密赛村放飞心情，与美相约。记者 胡宗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