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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每
个人心中都有座“桃花源”。

健康绿色的农家美食、风姿绰
约的花海丛林、“陶渊明”式的悠然
栖居、底蕴深厚的民俗风情⋯⋯每逢
节假日，带上家人，邀上好友，到城外
一个个宜居宜游的特色田园乡村待
上几天，静享“诗和远方”，成了近年
来泰州市民旅游的新时尚。

作为全省建设特色田园乡村
的“首提地”，自 2017 年以来，泰州
市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的“试验田”，探
索可复制的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示范
样本。在统筹抓好 1 个国家级田园
综合体试点，14 个省级特色田园乡
村建设试点、5 个市级试点的基础
上，今年，又启动了17个特色田园乡
村创建，实现市（区）全覆盖，形成省
市梯次推进、联动塑造的特色田园乡
村建设格局，建设数量和建设进度领
先全省。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是一项开
创性、探索性的工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副巡视员杨洪海说。这项
工作启动以来，泰州按照省委、省政
府的部署要求，认真编制规划，全力
推进建设，省级试点数量位居全省
前列，泰州的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在
全省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据泰州
市住建局局长、田园办主任高卫东
介绍，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是市委、市
政府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
手，并已经成为引领全市乡村振兴
最闪亮的一张名片。一年多来，泰
州注重乡土气息，在风貌塑造上体
现乡村的“形”；注重彰显个性特色，
在文化传承上留住乡村的“魂”；注
重提升多元价值，在功能布局上体
现乡村的“神”；注重焕发内生活力，
在宜居宜业上留住乡村的“人”。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钱从哪里
来？泰州链接多重资本，谋求各方
合作。环境怎么做?泰州立足天然
基因，塑造肌理鲜明乡村。产业何
以兴？泰州推动“接二连三”，焕发
农业新活力。乡愁如何留？泰州深
挖历史古韵，激活文化遗存。

思路一变天地宽。拥有 4 个
省级特色田园乡村的姜堰区，去年
发布助推特色田园乡村试点村建设
的意见，引导要素聚乡、乡贤回乡、
市 民 下 乡 ，“ 真 金 白 银 ”“ 干 货 满
满”。比如，鼓励到小杨、河横等特
色田园乡村发展特种生态种养、设
施农业，每亩可获得 200 元至 1.5 万
元的奖补；鼓励兴办农村电商，可按

交易额的 2.5%给予奖励，最高达 30
万元，等等，从政策层面全区域推动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步伐。

入选“特色田园乡村”，临近千垛菜
花景区，且地处正在打造的平旺湖景区
的东罗村，很快引起万科的注意。兴化
市政府与南京万科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推进“政府+社会资本+村集体”三
方合作，携手建设特色田园乡村。在万
科的规划和建设下，“碧水东罗”一期工
程的东部及南庄台建设迅速启动，8000
多万元的资金源源注入，不到一年，村民
服务中心建起来了，村民康健、娱乐不用
跑远；村大礼堂修整一新，看电影、听淮
剧，更方便了；村里有了自己的展览馆，
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一一呈现，荡漾着乡
情，勾起了乡愁。

每个乡村都有其自然肌理。建设特
色田园乡村之初，泰州市委市政府就特
别明确，特色田园乡村不是简单地复制
过去的乡村建设模式，不是简单的乡村
美化行动，更不是城里村里一个样，这个
村与那个村一个样。其本质上应该是遵
循自然肌理，利用天然基因打造个性鲜
明的乡村。这段时间，兴化陈堡镇唐庄
村南侧的陈堡草荡退圩还湖工程正如火
如荼地开展。围绕退耕还湖后的天然生
态观光旅游地，唐庄村早早谋划起了利
用千亩草荡生态天然优势，规划建设 5
公里的透水慢行环道，并沿着环道“串”
起“红富堡”番茄种植基地、千亩菱角芦
苇荡、农业生态观光区、采摘园区、水产
品养殖基地、捕捞体验区、草荡湖区等，
着力打造“泊心禾湾、生态唐堡、特色农
业生态采摘园”。

如何让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落地生
根，关键要解决好“产业兴旺”。特色田
园乡村建设，不仅要让村庄美起来，还要
使产业发生蝶变，让传统农业“接二连
三”，让乡村发展动力永续。生态环境

“全球 500 佳”、国家级生态村——沈高
镇河横村进一步擦亮金字招牌，放大“生
态+”产业效应，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建成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与集成示范基
地、全国绿色食品生产基地，推出河横大
米、酱菜、天鹅食品、绿壳鸡蛋、皮蛋咸蛋
5大系列18个绿色食品品牌和30多个无
公害认证农副产品，其中河横“蚊帐大
米”通过SGS欧盟检测，每公斤价格高达
80元，农场亩纯收入达4000元，是传统
种植效益的两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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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最美四月天，乐游泰州享惬
意。为期一个月的第十一届中国泰
州水城水乡国际旅游节 5 月初圆满
落幕。据不完全统计，旅游节期间，
全市4A以上景区及部分星级酒店接
待游客数230万人次。泰州市文旅
局局长钱建网说，本届旅游节向海内
外游客奉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文化
旅游盛宴，不仅让大家切实享受到全
市文化旅游发展的成果，也进一步擦
亮了“水城慢生活”旅游品牌，实现产
业经济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今年旅游节，以“水城水乡 乐
游泰州”为主题，通过泰精彩、泰有
戏、泰有味、乡约泰州、红色水城、悦
动泰州等六大板块，精彩呈现了 60
多项节庆活动。泰州市在空间上突
出全域旅游理念，海陵农业生态观
光旅游节、姜堰溱潼会船节、兴化花
海森林国际半程马拉松赛、靖江文
化研学游、泰兴宣堡美食暨桃花节
等轮番登场，向游客展现大美泰州

的万种风情。
2019 年“悦动海陵”麒麟花海

旅游节，借力麒麟湾地区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层次分明的农业风光，以
缥缈绝尘的薰衣草花海、倾国倾城
的牡丹长廊、寻古问今的农耕文化
园为载体，精心打造了一场旅游盛
宴。穿过城市，在海陵区北郊，麒麟
湾景区花果芬芳，香草湾内遍植薰
衣草，如梦如幻，紫色的主基调带给
人们浪漫的遐想。下一步，该区将
坚持“大融合、大发展”理念，借助大
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将旅游与文化
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把海陵丰富的
文化底蕴变成旅游发展的经典元
素，协同推进城北农业生态休闲带
建设，打造北部“文化旅游聚集区”，
推动海陵旅游再上新台阶。

“泰州春天好看好玩的去处太
多了。”市民姚敏说，旅游节期间的
每个周末，她都带着父母孩子在家
门口的各个景点游玩，“一家人在城

区可以看薰衣草、游凤城河，到姜堰可
以看茶花、观会船，到兴化可以看菜
花、游水上森林，还可以去泰兴看桃
花、到靖江品美食。”

今年旅游节，泰州市乡村旅游全面
开花，各地特色活动吸引了一拨又一拨
的都市游客。兴化市千垛镇东罗村、姜
堰区桥头镇小杨村、沈高镇河横村等特
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村，村村成为乐园，
处处游客如织。游客们观赏田园风光、
品尝农家土菜、体验传统农事、选购特色
农产品，充分感受特色田园乡村的建设
成效，领略新时代新农村的魅力风采。

旅游节期间，各地精彩活动还吸引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
网等中央媒体聚焦。央视《朝闻天下》报
道宣堡桃花美食节，《新闻直播间》一天两
次连线直播千垛菜花美景。旅游节开幕
式4次亮相央视频道，CCTV-1《新闻联
播》、CCTV-4《中国新闻》和CCTV新闻
频道都报道了旅游节盛况。

“中国泰州水城水乡国际旅游节”

已经举办11年，不仅吸引了国内外大量
游客，也带动全市金融、交通、娱乐、餐
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创造了巨大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数据最有说服力。以溱湖旅游度假
区（溱潼镇）为例，旅游节期间，度假区共
接待游客约 55 万人次，景区门票收入
3700多万元。景区附近的100多家农家
乐，除了经营吃饭，还接纳住宿。旅游节
期间，农家乐收入多的达10万元，少的也
有两三万元。城区的餐饮和住宿场所频
繁出现“一桌难求、一房难求”泰州现象。

旅游节期间，泰州市联合广之旅、广
东铁青旅等华南龙头旅行商开发粤港豪
华旅游专列，600名粤港游客乘专列抵达
泰州市观光游览；联合中国国旅（青岛）公
司连续8年开发山东旅游专列团，今年再
次邀请800名当地游客来到泰州深度体
验。此外，还有北美系列旅游团，长三角地
区自驾游团队以及山东、河北、河南等中远
程市场旅行团来泰州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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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赢——

全域办节，泰州乡村旅游成一大亮点

前不久，由兴化市供销合作总社
主办，兴化市农业农村局、工业和信
息化局、商务局协办，兴化市富民农
副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承办，为期
三天的兴化市“互联网+农产品”产业
大会举行。全市共有“一村一品一
店”示范村、农副产品加工及电商销
售企业、农业经营主体等136家参加
产品展示展销，参展 660 个系列产
品。同时，聘请京东电商、全国总社

“供销 e 家”平台专家对大学生村官
授课，并组织参会电商与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产品企业对接洽谈。

这是兴化市推进“一村一品一
店”、助力农产品出村入城，参与乡
村振兴建设的一个缩影，得益于泰
州市委市政府以“一号文件”的形式
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一
号文件”出台背后，泰州市是为了更
好地发挥供销合作社在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中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

“我们把全部工作纳入乡村振兴大
局中谋划和布局，把主动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贯穿到改革发展各领域和
全过程，全力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
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据泰州市

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
周书清介绍，泰州市要求全市供销合
作社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主动担
当、积极作为，全面助推乡村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
织振兴，为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
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贡献供销力量。

具体来说，泰州市委市政府明确了
供销合作社参与乡村振兴的“四大任
务”。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
务主体”中，要求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
进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协调发展。在

“推行农业绿色生产”中，要求综合采取
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等措施，开展农
药化肥降本减量增效行动，实施农药化
肥零差率配供，做好药肥包装废弃物回
收。在“推进城乡各类产业深度融合”
中，要求推进农产品电商产业发展，支持
农产品电商平台和乡村电商服务站点建
设，充分发挥村级电商综合服务站作
用。鼓励发展农村电商产业园，推进

“一村一品一店”工程。在“推进农村
领域其它各项改革”中，推进基层供销
社“三会”全覆盖，提升为农综合服务
能力。 钱 进 赵晓勇 鲁冬一

泰州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生力军

“千亩垎田处处景，最是周庄大
美时；荡起花船唱起来，传统技艺现
生机。哎哎，哎之哟⋯⋯”前不久，
泰州市姜堰区淤溪镇周庄村几位大
妈身着五颜六色的服装，在家门口
荡着花船，唱着新创的歌词，引得游
客纷纷拍照留影。在首届周庄乡村
旅游节，当地特有的千亩垎田美景、
原生态的田野美味、丰富多彩的传
统技艺展示，备受游客追捧。

今年 3 月以来，姜堰区 5 个省
市特色田园乡村试点村各出奇招，
一村一特色，一地一亮点，接连掀起
乡村旅游节热潮，可谓好戏连台、精
彩不断，吸引了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会船篙手挥篙击水，动作整齐划
一；文艺达人轮番登场，打腰鼓，演大
戏；书画名家泼墨挥毫，画美景、赞民
俗⋯⋯兴泰镇首届水美西陈乡村旅
游文化节拉开帷幕，精心烹制由“地
方戏曲遍地秀”“会船文化体验”“传
统手工艺文化展示”等活动组成的水
美乡村特色“旅游文化套餐”，吸引了
数万名游客争相赏古村风貌、听千古
传唱，体验农耕之乐、民俗风情。

柳丝吐绿、桃花含苞、新燕呢喃、水
绕农舍，河横村百余亩紫云英开启梦幻
花海盛景，令人陶醉。第四届中国·河横
乡村旅游节开幕当天，近万名游客慕名
而来。本届旅游节的主题为“生态‘家
境’‘味稻’河横”，旨在依托河横生态环
境“全球500佳”的资源优势，引导游客
观赏大美风光、回味田园乡愁，不断擦亮

“游生态河横、赏梦幻紫云英；尝农家美
食、品家乡‘味稻’”的农业旅游品牌。

“‘蟹逅’田园、‘樱为’有你”，桥头镇
首届小杨田园樱花节如期而至，小杨人
家420米长的樱花大道在明媚的春光中
演绎如云如霞的樱花之美。近万名游客
前来观赏游玩，上海、安徽、河南、山东等
地的房车好友也纷纷赶来看花。

值得一提的是，溱潼镇湖南村首
届里下河民俗风情节暨潼享田园音乐
节闪亮登场，刮起又一阵乡村旅游的
小旋风。“风情”万千露真颜、万种

“风情”水上行、“潼享”渔乐探碧波等
八大活动，吸引游客体验里下河水乡
的传统民俗，发现不一样的水乡乐趣，
诠释传统与现代、乡村与流行碰撞出
的不一样火花。 丁明玥 杨宝军

一村一特色 一地一亮点

姜堰乡村旅游好戏连台

4 月 10 日，兴化“1 号水路”开
通。这条串联起乌巾荡景区、千垛
菜花景区、李中水上森林景区的 16
公里生态旅游航道，为广大游客提
供了一种新的旅游体验方式。“乘坐
游船游览兴化，感受就是不一样。”
来自杭州的游客王曾说，看窗外河
岸、庄稼、绿树、村庄景色不断变换，
听里下河歌谣和兴化人文历史介
绍，简直是超级享受。

“兴化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
优越，水是兴化的灵魂。”兴化市委
书记李卫国说。市委、市政府决定
以下官河、黄邳河为载体，围绕“水
系”“绿道”与“文化”三个主要元素，
着力将“1 号水路”打造成“江苏一
流、全国知名”的“水清、岸绿、景美”
的水上旅游航道风光带，为国家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增加一张靓丽

名片。他表示，面对新的机遇和挑
战，全市放大生态文化资源优势，用
创建实践回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时代课题。

兴化市努力促进产业融合，探索
生态经济新路径。全市大力推进乡
村振兴“五大行动”，以国家田园综合
体、省市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为试验
田，吸引多元投资主体参与合作共
建。充分发挥生态旅游资源自然禀
赋，对千垛景区、水上森林景区等所
在的五个乡镇实施区划调整，成立新
的千垛镇和沙沟镇，进一步优化生态
旅游资源配置。积极推动旅游与农
业、工业、文化、大健康等融合发展，
推广千垛模式，积极开发乡村观光、
休闲娱乐、文化体验、度假康养等乡
村旅游产品，入选“全国十大乡村旅
游目的地”。 史道智 吴俊翔

兴化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蓝本

践行“两山”理论 助推乡村振兴

千垎周庄，展现了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田园风光，身移景换如在画
中。千垎周庄，体现了里下河特有的垎岸农耕文化，寄托了小桥流水炊烟袅袅
的乡愁乡情。 杨宝军 淤溪轩摄

漫步千垎田园 找寻儿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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