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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上栗县赤山镇湾里村党支
部书记张军显得有点忙。随着今年村里
大豆、早稻等农作物喜获丰收，晚稻丰收
在望，很多种粮大户热情高涨，纷纷来村
里咨询租地事宜。

“今年村里1200亩农田全被种粮大户
承包了，仅土地租金一项，村民每亩增收
500 元。”张军说，以前村里的耕地“不吃
香”，甚至成片成片地被撂荒。

张军亲历的变化，恰恰是上栗县 2.45
万亩撂荒地复耕升值的生动写照。近日，
本报记者深入上栗县进行调查采访。

耕地成“鸡肋”，四大原因
导致土地撂荒

李伟根是东源乡江岭村村民，也是当
地有名的种田“老把式”。近年来，他觉得
耕地成了“鸡肋”，弃耕可惜，种了又赚不
到钱。

李伟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种植早
稻为例，每亩种植成本在 1090 元左右（包
括田租、种子、化肥、农药、打田、秧膜、秧
盘、抛秧、收割、人工等）。今年早稻亩产
400 公斤左右，每公斤稻谷按政府托底收
购价 2.44 元计算，每亩产值 976 元，亏损
114 元。按照市场价格每公斤 2.6 元至 2.8
元计算，勉强可保本。

李伟根说，种粮成本越来越高，农资
价格每年都涨，压力不言而喻。如化肥从
去年的每吨2300元，涨至今年的每吨3100
元；复合肥从去年的每吨 2300 元，涨至今
年每吨3000元。

赤山镇农办主任谢树海告诉记者，除
了种田不赚钱，还有三大原因导致土地被
撂荒。一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不断加
快，农村大量的青壮年纷纷进城务工、经
商和创业，导致繁重的农事活动后继无
人；二是农村耕地“碎片化”，特别是在丘

陵地带的农村更为明显，影响农机使用和
规模化生产。劳动力成本提高导致一些
比较偏远、地力贫瘠的土地被弃耕；三是
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如机耕道建
设滞后，灌溉水渠等建设投入不足，导致
很多想投资的种粮大户望而却步，久而久
之一些耕地就被撂荒了。

“耕地撂荒导致土地资源浪费、耕地
质量下降，给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带来一定影响。”谢树海说。

记者从上栗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自
2018年至2020年，该县共有2.45万亩耕地
被撂荒。

实招有实效，2.45万亩沉
睡土地被激活

贷款50万元以内不需要担保；往年贷
款月息要 8厘，今年只要 4厘；农业保险每
亩补贴 12 元；种植粮食超过 1000 亩，每亩
奖补200元……谈及上栗县支持土地复耕
的政策，种粮大户欧阳伟萍掰着手指向记
者细数今年拿到手的真金白银。

欧阳伟萍是萍乡市湘东区人，十多年
前与其他老乡一样到海南租田创业，主要
从事杂交水稻制种业。经过多年的行业积
淀，湘东人已在湖南、福建、广西等地建立
起以水稻为主的良种繁育基地，在全国稻
种行业有较大知名度。今年上栗县招商引
资，邀他们回家乡搞规模化水稻良种繁育
基地，助力撂荒土地复耕。

“很有诚意，全是实实在在能拿到手
的‘政策红包’。”欧阳伟萍说，现在国家重
视稻种产业，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双方一
拍即合，他们纷纷来到上栗租地，投资发
展水稻制种业。

上栗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柳腾告诉记
者，到海南邀请专业的种粮大户回乡投资
复耕撂荒土地只是其中的一招。上栗县

为治理土地撂荒，综合施策，打出“组合
拳”。针对农田地块“碎片化”、基础设施
薄弱等问题，全县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
配套完善灌排水、输配电、田间道路、农田
防护等基础设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针
对长期撂荒又不愿意流转的土地，明确规
定撂荒土地两年取消农业补贴，严格执行

“种地得补贴、不种地不得补贴”政策。
针对散户种田不赚钱的问题，上栗县

实行规模化经营，通过以专业合作社、涉
农企业、家庭农场为规模化经营主体，实
施土地流转、折资入股、代耕代种等方式，
将农村撂荒土地整合起来。通过资源变
资产，先后引进农业企业266家，其中龙头
企业 58 家；发展专业合作社 1187 家；培育
种植大户211家，其中蔬菜大户90家、种粮
大户 121 家；培育家庭农场 342 家，建立起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规模化经营
模式。

经过综合施策，上栗县 2.45 万亩撂荒
土地“活”起来，今年全部得以复耕。

规模出效益，种粮大户与
村民双赢

种粮大户张祖权今年在桐木镇湖塘
村、杨坊村等地流转了 1100 亩耕地种粮，
通过机械作业、批量采购农资等手段，降
低了种粮成本，刨除地租、种子等成本，早
稻每亩获利约 220 元，总计获利约 24.2 万
元。“明年我还要扩大规模。”张祖权信心
满怀地说。

朱根华是赤山镇湾里村村民，家中有
3 亩耕地。往年自己耕种，扣除买种子农
资、请机器打田和人工等费用，根本没有
钱赚，他干脆外出务工，土地一度撂荒。

“今年我把土地流转给种粮大户，每
亩一年的租金是 500 元，这是纯收入。”朱
根华说，除此之外，他还在种粮大户的基

地务工，每天工资120元。
随着复耕土地越来越多，复耕质量越

来越高，村民也多了一条致富增收的渠道。
“以我们村为例，土地流转给种粮大

户和合作社，通过统一供种、统一育秧、统
一田间管理、统一病虫害防治，全程机械
化操作，让种粮变得轻松多了，成本也降
下来了。加上政府对双季稻种植有补贴，
种粮大户和合作社投资种粮收入可观。”
上栗镇泉塘村党支部书记文家根表示，这
样一来，既扛稳了国家的“米袋子”，又鼓
起了农民的“钱袋子”。对于普通农户，流
转土地后可以从繁重的农业生产中解脱
出来，或进城务工，或经商，或创业；对于
年龄大或没有技能又无法出门务工的村
民，可以在种粮基地务工，在家门口干活
赚钱，一举多得。

江西、湖南同属中部地区省
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山水相
依、血脉相连。

9 月 16 日，记者跟随“全国百
家党媒看湖南”采访团，近距离触
摸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
从山河智能到“中国V谷”马栏山，
湖南探路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让人印象深刻，给人以启示。

敢为人先的先导式
创新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像高山
一样沉稳，像大河一样拥有活力。”
这是山河智能对于自己名字的定
义。

装备制造，国之重器。山河
智能由中南大学何清华教授于
1999 年领衔创办，依靠革命性创
新产品——液压静力压桩机起步，
现已发展成为以上市公司——山
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为核心，
以长沙为总部，在国内外具有一定
影响力的国际化企业集团。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山河智能是湖南制
造崛起的一个典范。

走进山河智能挖掘机智能装
配车间，只见工人们紧张有序地穿
梭其中，或是组装硬件，或是调试
设备，车间内悬挂的“关键核心技
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红
色条幅十分醒目。创始人、首席专
家、董事长何清华热情地向大家介
绍近年来山河智能的发展情况。

成功研制耦合式液压混合动
力系统，完成 1000 小时矿山工业
性考核；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套油
气管道装备——野外超大管径钢
管焊接移动作业平台，解决了国际
最大管径（1422 毫米）油气管道的
现场高质量焊接难题，作业效率成
倍提高；越南、柬埔寨、老挝、印度
尼西亚等子公司先后建立，服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力日益增
强……一个个傲人成绩让大家深
刻感受到山河智能的超前意识和
世界眼光。

从星城一隅起步到“花开”全
球，山河智能破浪前行的“密码”是什么？在何清华的一番
话中，大家找到了答案——先导式创新。“这是一种自觉
的、积极主动的创新，与此相反的是跟随式、仿制式的发
展。”何清华如是说道。

的确，纵观山河智能每一次的战略布局，敢为人先的
无畏勇气是其鲜明特色。比如，2002 年，轻型运动类飞机
在中国还非常罕见时，山河智能就毅然挺进通用航空领
域。瞄准目标，积蓄力量，山河智能最终成为国内首家通
过中国民航轻型飞机适航认证的民营企业，并成功造出首
款国产轻型运动类飞机——阿若拉。

凭借先导式创新，山河智能已在地下工程装备、全系
列挖掘机、现代凿岩设备、特种装备、矿山装备、起重机械、
液压元器件和通用航空装备等十多个领域，成功研发出
200 多个规格型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高
端装备产品，批量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科创+文创擦出奇妙火花
浏阳河畔的马栏山，不养马，更不是一座山。它是享

誉全国的广电湘军大本营，是网红打卡地，是人才聚集的
文创高地。“北有中关村，南有马栏山”的马栏山视频文创
产业园正坐落于此。

自2017年挂牌成立以来，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着力
做好“基础建设、内容生态、技术底座、媒体融合”四件大
事，志在通过文化与科技融合，聚焦数字视频内容生产，用
先进科技手段讲好中国故事。

“园区不做房地产，做文产，坚持‘房住不炒’，把最好
的资源留给最优的产业；发挥独特优势，依托湖南广电内
容品牌优势，建设全要素视频产业生态圈；科创+文创，做
数字新经济……”通过园区工作人员的介绍，采访团加深
了对“中国V谷”马栏山的了解，了解它志在成为以视频文
创为特色的国际性大型文创产业园区的决心与信心。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是整个长沙乃至湖南文创产
业的品牌。湖南就像深圳推进科技创新、北京发展总部经
济一样，着力打造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充分发挥比较
优势。

在这里，技术与文化碰撞产生的创新创意随处可见。
你瞧，通过 5G 云、4K、AI 修复上色等技术手段，1964

年版电影《雷锋》从黑白变成彩色，雷锋形象也更加立体生
动。这是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首席专家周苏岳带领的

“红色文化数字呈现工程”项目团队历时 3 个多月完成的
成果。

你瞧，电视节目里，主播说新闻，左下角的AI虚拟主播
打着手语翻译。这套人工智能（AI）手语电视播报系统由湖
南长广千博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如今，这套系统已在近150
家媒体应用，致力于让越来越多的听障人士“畅听”世界。

在这里，青春是一种姿态，追梦人英姿勃发。
据统计，园区从业人员 5 万多人，平均年龄 26.7 岁，青

年创业者占比近 90%。青年创客代表、云目未来科技（湖
南）有限公司总经理伊沙晨子坦言，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对于年轻人创业很包容，这样一个极具潜力的平台给予
她绝佳的创业机遇。目前，公司正在实施马栏山“聚合马
力”工程，开展智慧党建，为企业提供舆情风险预警服务。

迎着朝阳奔向远方，“中国V谷”马栏山迎风生长。去
年，园区企业实现营收 430 亿元；今年 1 至 7 月实现营收
319.55亿元，同比增长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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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稳“米袋子”鼓起“钱袋子”
——上栗县2.45万亩撂荒地复耕见闻

本报记者 李 颖 洪怀峰

遏制土地撂荒
让种粮有赚头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农村出现耕地撂荒现象，根本原因是

种粮收益远远低于进城务工、经商的收
益，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种田积极性。

上栗县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鼓励农
民拿出土地进行流转，扶持种粮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进行规模经
营，让他们“带着农民干、做给农民看，帮
着农民赚”，仅用一年时间，就复耕全县
2.45万亩撂荒土地，既扛稳了国家的“米袋
子”，又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实践证
明，遏制抛荒，提升种粮收益是关键，必须
要让种粮者有赚头，能致富，这才是端稳
饭碗、守好粮仓的必由之路。

走到了山里，就回到了心里；跨过人
山人海，更想听松涛观竹海；看多了罗马
柱，会想念望仙谷……坐落在深山里的望
仙谷一经掀起盖头，就成了上饶旅游的新
IP，也是网红争相打卡地。

望仙谷凭什么这么火？九月，记者来
此一探究竟。

探访山中传奇，仿佛回到
儿时故乡

望仙谷，位于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北
部，离上饶市区 50 公里，南邻灵山主峰景
区，北望三清山。由于辖区内石材资源丰
富，2000年有179条花岗岩生产线，5000多
人以此谋生，望仙乡也被称为“石材之
乡”；2007年，因无序开采花岗岩造成生态
破坏，石材产业被叫停，过去在石材生产
线上工作的村民纷纷外出务工。随着生
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不少村民陆续迁出，
望仙、上镇、大济、葛路等村相继成了“空
心村”。

逐渐落寞的村落，在2011年迎来了转
机。上饶九牛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亦飞来到了望仙谷，“我们选择峡谷极
限漂流项目，依托现有的峡谷和水资源，

建成了全长 2.8 公里、落差 185 米的漂流，
沿途树木参天，河道怪石万千，途经三湾
四潭，是一种非常刺激的体验。”

由于旅游业态单一，几年下来，漂流
项目运营很不理想。

怎么办？2016年，学习美术专业的田
馥榛加入望仙谷景区，成为这里的总设计
师。“在望仙谷，我们想全面复兴当地的乡
村文化，包括赣东北特有建筑、农业种植、
饮食，还有古法手工技艺。”田馥榛说。

围绕“拯救落寞乡村，再造新故乡”，
望仙谷的团队以环境复原为基础，还原
青石板的村路、石头的挡墙……让它保持
原有的味道；房子边上的柴火垛、过去打
水的水井、碾米的水碓房；绿化植物的选
择上是用村里原有的各种果树、茅草、青
苔等。

如今的望仙谷，夯土、竹海、巨石、峡
谷在蓝天白云中宛若画卷；黄墙黛瓦的江
西民居群落，在山中、在溪畔，错落成让游
客流连的街市、让饕客垂涎的食肆、让住
客忘返的私密空间；点缀在悬崖上的民
宿，让人不禁惊叹其鬼斧神工之妙……一
幅传奇的山中图画正徐徐展开。

“在这里能找到乡愁，感受到儿时的
味道。”游客凌群英说，从快节奏的生活

状态中来到望仙谷，仿佛穿越到了儿时
的故乡。

文旅融合精彩，古色体验
引人入胜

去年 10 月 21 日，望仙谷试运营，迎来
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短短19天入园总人数
达到 12.4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接待人
数超过 5 万人次……作为新晋景区，望仙
谷俨然成为旅游市场一匹“黑马”。

旅游数据最具说服力。“目前，我们景
区的民宿入住率超过 90%，周末经常一房
难求。”田馥榛说。

旅游是载体，文化是灵魂。
在景区建设中，望仙谷保留了赣东北

特有的建筑文化，搭建了木工工坊，用纯
手工的方式搭建传统样式的屋子。“赣东
北民居建筑中的青砖灰瓦夯土房，集合了
当地劳动人民的智慧。夯土房冬暖夏凉、
防潮，自带天然的‘暖通系统’，这是今天
很多城市建筑所不能比的。”田馥榛介绍，
建筑上我们用了大量夯土的建筑方式，也
用夯土房改建了很多民宿客房，加入现代
化的设施和家具，改造了包括适合朋友小
聚的茶室、适合运动的健身房和泳池、适

合孩子们的玩耍空间等公共区域，希望游
客在“老房子”里也能体验到舒适感。

逛古工坊、寻旧物件、学老手艺，在这
里，回味儿时乐趣变得简单。非遗街上热
闹非凡，广信泥塑、广信剪纸、灵山糖画、
窑山陶缸等非遗展示吸引着游客的目
光。望仙村同时融合了100多种形形色色
的江西小吃，有清汤、炒粉、麻子粿、灯盏
粿、韭菜粿等。望仙村景区内所有的小吃
店铺都不收租金，只要求店主把小吃做出
味道，做出特色。百味街和灵光街上，游
人如织，伴随着嘹亮的上饶民歌，游客们
品尝着各色美食。

踏足千年小镇，看古朴村落、赏非遗手
艺、品农家美食、享田园乐趣……此时的望
仙谷别有一番韵味。古戏台上，越剧上演，
曲笛悠悠，笙箫清亮。台上演员身形回转，
一开嗓，细腻悠扬，婉转缠绵，满盈江南灵
秀之气。台下游人驻足于府前广场，在咿
咿呀呀的唱腔中，品味戏如人生。

“来到望仙谷，我们追求的就是人游
在山中、情怀在心中，有‘踩惯了红地毯、
会梦见石板路’的回味。”陈亦飞说，“文化
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把望仙谷景区打造
成江西文旅融合文化 IP，这是我们的努力
方向。”

望仙谷，在山中更在心中
本报记者 吕玉玺

记者手记

在山河智能挖掘机智能装配车间里，工人们正紧张有
序地忙碌。

9 月 23 日，奉新县
冯川镇第三小学学生在

“晒丰收”。当日，该校
开展一年一度的“晒秋
节”主题教育活动，通过
展示秋季收获的粮食、
水果等，让孩子们一起
体验丰收晒秋的文化传
统，分享丰收的喜悦。
特约通讯员 邓建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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