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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干头、有赚头、有奔头、有念头
南昌休闲农业产村互动农旅融合带富一方

本报记者 陈 璋 文/图

休闲农业是乡村产业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拓展农业休闲观光、文化传承、科技
普及、业态培育等多种功能，是推动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型业态。为此，
近年来，南昌市以都市现代农业为统领，
以产村互动、农旅融合为主线，不断丰富
和拓展农业功能，培育休闲农业业态，打
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

形式多样 农业发展提档升级

如果问今年南昌哪里的亲子游人气
最旺，梅岭时光亲子乐园绝对能占一席
之地。作为梅岭果立方田园综合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亲子乐园充分结合当地原
有自然生态特色，主打亲子娱乐、研学等
休闲旅游，让游客“放眼有看头，进园有
玩头”。

其实，数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周
边村民将垃圾倾倒于此，无人管理。“梅岭
果立方田园综合体项目启动后，我们结合
环境整治，多次外出考察，最终瞄准亲子
游市场。”梅岭镇农办主任高水文介绍，镇
里先后引进大觉山旅游集团投资 6000万
元建设梅岭时光亲子乐园、缦山谣民宿有
限公司投资 1500万元打造天堂时光旅行
书店和隐花堂民宿等，旅游人气很快爆
棚，节假日每天要接待数千游客。

距离梅岭镇 20余公里的新建区溪霞
镇，休闲农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同样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3月 12日，溪霞首届桃花节开幕，300
余亩桃花漫山吐艳，美不胜收，上万人到
此拍照打卡，车辆一度将周边道路堵得水
泄不通。

“我们镇有 6000余亩果园，品种包括
草莓、火龙果、百香果等，一年四季都有水
果，游客现场采摘购买，不愁销路。”溪霞
镇镇长陈其亮介绍。

溪霞的休闲农业有多火爆？陈其亮
说了一个故事。去年镇里一家火龙果种

植企业，原本担心水果卖不出去，专门订
购了几条产品深加工生产线。采摘季到
后，火龙果供不应求，企业老板不得不延
缓生产线引进事宜。

南昌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南昌市休闲农业逐步从点状分布向集群
分布转变，空间布局从城市郊区及景区周
边向更多适宜区域拓展，湾里管理局、新
建区等全域旅游快速发展，接待规模不断
扩大，经营主体不断增多，特别是在梅岭
镇、溪霞镇等一些重点产业区域，突出功
能衔接和特色互补，强化休闲体验，规划
精品线路，引领休闲农业提档升级，成为
乡村产业发展的新特色。

提升价值 富民效应凸显

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动了当
地旅游产业升级，更大幅提升了农产品附

加值，拓宽了农民就业创业渠道，增加了
经营主体和农民收入，带富效应日益凸
显，真正成为“有干头、有赚头、有奔头、有
念头”的富民产业。

今年以来，每逢节假日，位于安义县
黄洲镇宗山村的米粉小镇都会迎来不少
旅游大巴，游客人数达数千人。2020年12
月，当地投资 2400万元，依托江西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宗山米粉”，将宗山村打造成
集休闲观光、民俗体验和展示、旅游度假
为一体的乡村民俗休闲旅游区。

走进米粉小镇，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的
果园、油菜花，以及干净敞亮的住宅。“我
们保留了手工米粉作坊，开办米粉体验
店，游客现场品尝。”黄洲镇常务副镇长易
帆介绍，一碗米粉的价格 10 元至 36 元不
等，周末一天能卖出七八千元。“米粉的原
材料都是村里合作社提供，村民收入显著
增加。”

梅岭镇为了丰富游客体验、增加村民
收入，在梅岭时光亲子乐园旁边专门规
划了一片摆摊设点区域。村民高祖辉常
年跑货运，工作辛苦还无法顾及家里。
今年，他看着家门口火爆的旅游市场，试
着改卖甘蔗和棉花糖，没想到一天的收
入就有几千元。“我现在又买了一台棉花
糖机器，让家人跟我一块干。”高祖辉笑
着说。

溪霞草莓科技园是一个去年投产的
农业产业项目，一期种植面积8亩，全部选
用日本香野品种。“与传统地栽草莓不同，
我们用的是火山岩和煤灰等混合而成的
有机质土壤，所以果形大、水分足，口感层
次丰富。”该科技园负责人邓鼎怀说。

高品质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今年挂果后，高峰期一天客流量有几百
人，园里的草莓很快被抢光了。”邓鼎怀
表示。

除了经营主体，村民同为受益者。“农
忙的时候，我们会请 30名村民干活，每人
每天能赚数百元。”邓鼎怀说，今年计划再
扩种十几亩，届时将有更多村民来此
务工。

截至目前，南昌市共培育休闲农业经
营主体935个，累计创建国家级、省级休闲
农业品牌 109个，其中全国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示范点 5个、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示范县 2个、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星级园区（企业）32个。仅2020年，全市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就达 36.3
亿元，吸引 1300 余万人次到乡村休闲度
假，吸纳就业2.23万人。

南昌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南昌市将紧扣乡村产业振兴目
标，立足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
继续加强产业引导，规范行业管理，围绕
都市休闲农业，因地制宜布局一批特色突
出、主题鲜明、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乡村
休闲旅游精品，全方位提升南昌休闲农业
内涵。

我省“十四五”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

重点聚焦臭氧污染管控
本报讯（记者陈化先）近日，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我省

“十四五”时期将实施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多举措重点聚焦
臭氧污染管控。

据了解，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臭
氧形成的重要前体物。为做好“十四五”期间臭氧污染管控
工作，我省将推进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结构的调整优
化，推进低VOCs含量的涂料、油墨、胶黏剂等原辅材料的替
代，从源头上减少NOx、VOCs排放；大力实施钢铁企业超低
排放改造，完成一批陶瓷、砖瓦及冶炼行业氮氧化物治理项
目，强化火电、水泥等重点行业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管控。针
对春季末期以及夏秋季气温高、光照强的臭氧污染加剧时
段，江西将以城区为重点，加强对大气光化学反应活性强的
VOCs排放控制。指导涉VOCs工业企业调整生产、检修计
划，推动建筑涂装、道路沥青铺设等涉及VOCs排放的工程项
目协调安排工期，尽量避开温度高、光照强的季节和时段，减
少重点时期城市VOCs污染排放。

本报赣州讯 （记者童梦宁 实习生邓
宇航）“叫崩岗长青树，让沙洲变良田”。
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如
今，周总理对赣南人民治理崩岗的殷切期
望，正逐步变为现实。

赣州作为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的生态
屏障，长江水系赣江、珠江水系东江的源
头区，生态地位十分重要。由于特殊自然
条件及历史原因，该市境内共有 3.35万余
座崩岗，系全国首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试点之一。3月 19日，记者采访中
了解到，“十三五”期间，该市通过实施国
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等项目，累计投
入资金 9亿余元，在全市 18个县（市、区）
综合治理崩岗 4346座，崩岗面积 10.38平

方公里，新增粮食2656万吨，发展以脐橙、
油茶为主要特色的生态产业基地 43.5 万
亩，修建山塘、水陂等小型水利水保工程
2580座。这些项目覆盖了全市780个贫困
村，带动 18.36 万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

“十四五”期间，该市结合“共抓长江大保
护”等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
程，将通过多元化模式，再分批治理 1.23
万座崩岗，崩岗面积 50.18平方公里，进一
步筑牢生态屏障，助力长江大保护。

3月上旬，赣州市政府与三峡集团所
属的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共
抓长江大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以
城市污水处理为切入点，在推动崩岗综
合治理项目实施、探索水环境治理新模

式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其中，涉及
“十四五”首批崩岗综合治理项目总投资
5 亿 元 ，计 划 2021 年 至 2023 期 间 治 理
4000 座崩岗，崩岗面积 17.5 平方公里，涵
盖于都县利村、赣县区田村、龙南市杨
村、寻乌县留车、兴国县鼎龙、上犹县营
前、全南县乌桕坝、宁都县会同、南康区
大坪等九大片区。届时，这些片区可减
轻崩岗区内自然灾害，提高土地利用率，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新增 1万余亩果林基
地，直接惠及 500 余万居民，加快当地农
民致富奔小康步伐。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赣州成功治理
4346座崩岗，成为我国南方地区崩岗治理
示范区，其中仅赣县区就治理了865座，并

将这些崩岗整治成梯田果林基地，丰产后
每年可实现直接经济效益3600余万元，使
其成为产业扶贫基地、贫困户就业基地。
目前，全市累计新建水土保持生态示范园
（工程）56个，其中 5个被水利部评为国家
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工程）。

链接：

崩岗，是指山坡土体或岩体风化壳在
重力与水力综合作用下，分离、崩塌和堆
积的侵蚀现象。这种地貌土壤贫瘠，且遇
暴雨便山开地裂，冲毁大片农田，也给长
江流域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威胁。崩岗的
治理难度大、成本高、见效慢。自上世纪
60年代起，赣州便开始与崩岗作斗争。

赣州“十三五”治理崩岗4346座，“十四五”继续“治山理水”

让1.23万座崩岗长青树变“金山”

每逢节假日，梅岭时光亲子乐园都会迎来大量游客。

法律顾问进村（居）
法律难题不求人

本报讯（记者钟珊珊 通讯员谢秋芬）近日，南昌县塘南
镇举行2021年度村（居）法律顾问签约活动，通过签约一个律
师团队，作为全镇 25个村（居）的法律顾问，解决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让村（居）民遇到法律难题，不
用到处求人。

据悉，此次签约的村（居）法律顾问服务期为一年，法律
顾问通过兼职方式，分别为该镇 25个村（居）提供法律服务，
服务范围包括为村（居）治理提供法律意见、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参与人民调解工作及
协助处理其他涉法事务等。此次签约，意味着塘南镇实现了
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

小花菇撑起“致富伞”
本报樟树讯（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王勤保）春暖花开，和

风细雨，正是菌包发酵时。“你们看，这一棒棒小花菇，多像一
把把撑开的雨伞，为我们在致富路上遮风挡雨。”近日，在樟
树市经楼镇杨彭村辉煌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村民们查看花菇
菌包长势，满脸憧憬。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去年 10月，杨彭村引进花菇种植技
术，利用村内闲置土地，引导村民入股，建立专业合作社。目
前，合作社投入资金达 160万元。合作社由村干部杨秋如牵
头，已有 20余户村民加入，村内 20余亩土地被盘活利用，增
加了村级集体收入，解决了村民就业。“我在合作社干活，日
工资150元。”谈起眼下的收入，53岁的村民刘小华露出了笑
容。“目前合作社已培育出了17万棒花菇菌包，我们计划在今
年年中再利用 10亩闲置土地，扩建培育棚，带动村民拓宽致
富路。”杨秋如说。

2万余名“河小青”志愿者
常态化巡河护河

本报讯（记者齐美煜）33岁的谢小琼是新余市义帮爱心
协会执行会长，同时也是一名“河小青”志愿者。近几年来，
她多次组织该市义帮爱心协会志愿者开展形式多样的巡护
活动。3月22日，记者从团省委获悉，截至目前，全省已构建
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河小青”志愿服务组织架构，2
万余名“河小青”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河志愿服务。

我省各地在做好维护河道环境、开展护河宣传、做好河
流信息收集三项主要志愿服务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开展
特色志愿服务，如垃圾分类、跑捡、水质监测与维护等。下一
步，团省委将在“世界环境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结合我省重
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集中开展“河小青”志愿服务，引领广
大青少年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

时下正是春耕时节，南昌县向塘镇纪委紧盯物资保障供
应等情况，连日来，村级监察联络员深入田间地头和生产一
线，就各项惠农政策措施落实展开监督，保障春耕备耕工作
落实落细落到位。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3月22日，奉新县检察院青年志愿者走进东门社区，为辖
区居民宣讲“预防校园暴力”方面的法律知识，增强居民法律
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通讯员 熊开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