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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一条条平坦的道路直通农家，一栋栋整洁的院落错落有致，一排排苹果树排列整齐……盛夏时节走进洛川县，到处是一派生机盎然、欣
欣向荣的景象。

近年来，洛川县坚持政府、企业、农民一起干，坚持“不填塘、不劈山、不占田、不砍树”“树上有鸟，河里有鱼，地里有虫”的原则，利用绿水
青山的资源优势，不仅实现了产业增收、苹果后整理、就业增收、分红增收等，还守护着绿水青山，为群众换来“金山银山”，让人民对美好生活
有了更好的追求。

● 中国苹果第一村

● 诗画中的芦白村

● 黄连河全貌

● 屈静静为黄连河村代言

绘就果乡“富春山居图”
记者 樊小帅 通讯员 冯妮娜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
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
的歌，我的歌……”早在 1988 年，一首

《黄土高坡》唱响大江南北。而位于延安
市南部的洛川县，因地处渭北黄土高原沟
壑区，每到春、秋季节变更时间，黄土、大
风、飞沙……是这片土地留给人们最初的
印象。

如今，漫步在洛川县凤栖街道芦白村，
白墙红顶的院落、整齐有序的村舍、干净整
洁的巷道、独具洛川大塬特色的休闲广场，
儿童嬉笑打闹、青年翩翩起舞、老人闲唠家
常、街坊邻居笑靥如花……一幅乡村美景映
入眼帘。

“以前公路沿线、田间地头的废弃反光膜四处
乱飞，果园里果树枝条乱堆乱放，各家门口污水横
流，大家对此都习以为常，毕竟人老几辈都是这样
过来的。自从县上把我村确定为示范样板村后，
芦白村的环境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
到我们村走一走、看一看，就像生活在风景画里似
的，群众心情好了，发展产业的劲头也更高了。”村
里的老支书邵牛子乐呵呵地说。

邵牛子告诉记者，芦白村在2018年就开始
进行美丽乡村建设，逐年改善人居环境，现在
每家每户房前屋后都种满了各色鲜花，用上了
干净卫生的水厕，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走进村民屈东学的庭院，茂盛的绿植、整齐漂
亮的菜园跃然眼前，俨然一座小花园。屈东学说，

“这里原来是土马路，现在不仅有了水泥路，还有
了绿化带，家家院子里头修了花园，改造了厕所，
村子美了，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心情也非常好。”

如果说人居环境的改善，让村民的生活多
了一份舒心，那么收入的增加，则让村民的生
活多了一份放心。

左英英是洛川县凤栖街道谷咀村村民，
2006年起便一直在谷咀村经营农家乐，年收入
20多万元。2020年，芦白村为了发挥城边村有
利的地理优势，带动村民发展农家乐的积极
性，邀请左英英在村子发展农家乐，“这里地理
位置好，人流量大，一天平均下来能收入近
2000元。”左英英说。

据凤栖街道办党工委书记雷惠斌紧介绍，

近年来，芦白村通过“三变”改革，实施土地流
转，把310亩土地流转给陕西方旭建设科技园，
村民每年每亩地可获得4150元流转金，每年为
村集体经济创收9.6万元。

“村民还可以通过在科技园务工来增加收
入，村集体经济收入村民还可以实施股权分
红，实现了一份土地三份收入。”芦白村党支部
书记马进权补充说。

村子由过去的产业落后、村容较差的贫困
村一跃成为新时代洛川的美丽乡村。如今，这
里村容村貌都有很大改善，全村所有的巷道进
行硬化、绿化和亮化，整村完成了新型标准化
卫生厕所改造，并利用村庄沿路三角闲置土地
建成四个小广场，供村民休闲娱乐、健身锻炼。

在洛川县阿寺村，记者看到这里有洛川历
史上的第一个苹果园。尤其那棵由陕北苹果
之父李新安引进的第一棵苹果树，依然根深叶
茂，当地老百姓都称它“功臣树”。从阿寺村的
六七亩果园，到如今洛川县的苹果种植面积达
53万亩，再到洛川苹果品牌价值达到687.27亿
元，成为全国农产品第二、水果类第一的知名
品牌，苹果真正成为洛川人民的“平安果”“幸
福果”和“致富果”。阿寺村也成了苹果文化的
网红打卡地。

近年来，洛川县围绕“以产业促旅游，以旅
游养产业”的发展思路，不断推进苹果产业与
旅游文化产业相融合，依托洛川会议旧址和

“第一棵树”保护开发，通过对李新安故居、旧
城墙遗址、传统建筑、古槐树等历史文化遗迹
的保护，挖掘苹果文化、黄土文化、民居文化、
饮食文化资源，以苹果产业为基础、苹果文化
为载体、苹果交流为核心、旅游+互联网为渠
道、果农增收为目标，投资 3.8亿元，将阿寺村
打造成“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收、冬赏雪”的

“中国苹果第一村”。
如今的阿寺村，苹果种植、采摘、旅游观

光、饮食住宿、门面商店等都成了群众增收致
富的好渠道，也成了全县苹果产业因果文旅融
合带来更高附加收益的缩影。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生活了这么多

年的小村庄，竟然一举成为‘网红打卡地’，苹
果价格也因村子名气逐年递增。”村党支部书
记李保艮告诉记者。

每年的金秋十月，当红彤彤的苹果挂上枝
头，洛川苹果旅游旺季也如约而至。优美的风
景、低廉的物价，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圆着“诗与远方”的美梦，在蓝天下、塬峁间漫
步休闲、树下采摘、品尝鲜果，昔日冷清的阿寺
村一下就火爆起来。

“步行 5分钟就能到苹果园，下午干完农
活，还能领娃在广场上玩个游乐项目。被苹果
园包围的村子，能成为游客的打卡地，非常骄
傲。”阿寺村村民李延军说。

几年时间，原来的小村庄已不复存在，大
片大片的果园不断更新换代，果品品质不断提
升，果农口袋不断充实，昔日只能守着果园增
收的村民，也发展起二、三产业致了富。

“遇到旺季，一户农家乐一天至少能卖将近
3000元，现在村上还引进企业，修建了福康拓展
训练基地，可以体验真人CS、野地摩托车、大型网
红秋千等游乐项目，也成为洛川各学校体验苹果
文化的试验地。”永乡镇副书记李敏翠说。

“果业+旅游”的现代产业体系，让这个曾
经靠天吃饭、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的小村庄变了
样，也让这个集旅游、休闲于一体的新型农业
形态大放异彩。

“你是因为什么爱上黄连河？因为放眼望
去，黄连河树木葱郁……”近日，洛川县土基镇
屈静静为洛川县黄连河村代言的短视频火爆
朋友圈。

黄连河村是洛川县典型的洛河峡谷村，全村6
个村民小组145户579人，有贫困户22户77人，总
耕地面积3611亩，其中果园仅600亩。面对不适宜
发展苹果产业的现状，近年来，黄连河村党支部广
植林果，依托山水资源，成立了洛川县黄连河生态
林业有限责任公司，发展林下经济、打造了垂钓园、
吊桥、红色旅游等景区，形成了富有河川风景特色
的自然景观。

7月3日，记者来到村里，整齐而错落有致
的农家庭院在仿古式路灯、旧时农器具、现代
风车、红色灯笼的装扮下，别有一番滋味，前
来观赏和拍照的人络绎不绝。

在打造景区的过程中，黄连河村支部从
产权制度改革入手，在3110亩口粮田和230
亩机动地上作文章，成立了黄连河村集体
股份经济联合社，引进黄连河生态林业有

限责任公司，建成大棚 138个，主要以木耳、蘑
菇、香菇、蔬菜为主，养殖黑山羊、鸡、鸭、鹅，同
时还引进了灵芝、娃娃鱼、桂花雀、七彩珍珠
鸡、贵妃鸡等 10余种珍禽水产养殖，大力发展
林下经济。而这也将林菌、林禽、林渔这些小
生态圈连接起来，形成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吸引了本地及外地游客前来游玩、观赏和体
验。

为了鼓励村民依托家门口的林下经济发家
致富，镇村两级领导干部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决
定打破常规，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
通过土地流转入股、资金入股等形式参与企业
生产经营，与黄连河生态林业有限责任公司一
同发展，把产业从传统玉米种植转变为林下特
色产业，土地纯利润每亩每年增加了400元，使
村民变成了“股民+产业工人”。

“将土地经营权交由企业使用，每年村集体
经济分红约8.6万元。根据所签合同约定，随着
企业不断发展，随后村集体经济还将得到企业
收益分红。”土基镇党委书记李发荣说。

脱贫户田小军，从2017年以来就在景区打
工，从家里出发，只需步行5分钟就能到工作地
点，干些种植、采摘蘑菇的活儿。“除过在自家
果园干活的时间，闲下来基本就在这儿打工，
几个月挣了 2万多元，快赶上我们果园的收入
了。”田小军说。

王安民也是黄连河村村民，除了在这打
工，她还把家里的 10.1亩土地通过土地入股的
形式，流转给公司。“按照合同，一亩地每年给
我900元的分红，不管公司经营好坏，给我们的
钱是不变的，没有风险。”

2018年，在镇村两级领导的积极争取下，
村党支部一班人从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净
化5个方面入手，对村庄基础设施进行改善，硬
化进村巷道、铺设排水排污管道，将涝池修建
成具有江南水乡风的景观带，对全村 145户村
民的院落门墙、门楼等进行改造提升，家家修
建了水冲厕所，让过去贫穷落后的村子摇身变
成了如今的美丽村庄。

依靠林下经济和旅游，不仅提高了土地

的空间利用率，而且让农民不砍树也能增
收，有力地促进了生态平衡，吸引了游客观
赏，林下经济正在成为老百姓的“绿色银
行”，逐渐改变着川道农民“守着林子没饭
吃”的传统局面。

昔日的小山村变成网红打卡地，旅游的人
多了，村民们也抓住有利时机，纷纷支起了小
摊，办起了农家乐、民宿，即使在家门口卖凉
皮，旺季时一天也会有4000元的收入。

“最多的一天村里游客达到 4万多人次。”
老支书牛中源自豪地补充道。

产业兴旺，环境优美，旅游火爆……从
2015年到现在，黄连河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3700元增长到 24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
增长到现在的 52.1万元，村子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村民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

四季有常青树满山遍坡，三季有不谢花轮
番竞放；村前有清泉流淌，茵茵芳草；林间有白
鸟鸣啭，声声应和。将军故里，红色沃土，十里
山川如画。这就是现在的黄连河村。

“二组组长，村口有人乱倒垃
圾，请立即联系村组干部前往查
看，收到请回复……”7月 4日，洛
川县交口河镇安善村党建室智
慧大屏前的安善村第一书记
王晓龙正在下达指令，此时
大屏幕的“九宫格”上清晰
地显示着辖区相应监控
点实时的高清画面。

“这个‘数字
乡村指挥中心’智

能系统就好
比千里

眼和顺风耳，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对全村的交通
管理、防火防汛等情况一目了然……”村党支部
书记李铁锁介绍起村里开通的“数字乡村指挥中
心”平台，笑语连连。

交口河镇位于洛川县城南15公里处，下辖
14个村 33个组，全镇有 10300余人，随着产业
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建设
项目的增多，乡村治理的“堵点”和“盲点”也随
之增加。

“如何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提高为民办
实事效率，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我
们可谓是想尽了办法。”交口河镇镇长边云
峰说。

在调研走访的基础上，交口河镇不断探索
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巧借

“数字乡村”新引擎，聚焦
“ 乡 村

治理、惠农服务”两大领域，借力洛川移动数字
乡村建设信息化平台打响“数字乡村建设”第
一枪，跑出了乡村治理加速度。

目前，交口河镇交通要道、大院落、地灾点
先后安装了110多个摄像头，并与各村联网，实
现智能管理无死角。借助各地安装的智能摄
像头，实时回传相关信息和高清画面，乡村干
部可在第一时间掌握各村组的环境卫生、治安
维护、交通管理、森林防火、疫情防控、防汛抗
旱等实时情况。

不仅如此，这些摄像头也成为了外出务工
人员和留守老人儿童亲情互动的纽带，正如村
民所说的“在外打工随时都能看看家里，放
心”。

据悉，交口河镇“数字乡村指挥中心”智能
系统建成以来，交口河镇镇域内各村依托大数
据发展优势，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打造出集“平

安乡村、智慧党建、

云喇叭、疫情防控、村务治理”为一体“数字乡
村指挥中心”智能系统。全镇利用该系统为群
众办实事好事 50余件，化解村民矛盾纠纷 20
余起。

“通过系统的自动化、可视化、智能化功
能，形成了覆盖全镇的动态监控网络。”交口河
镇党委书记杨治国介绍说，“‘数字乡村指挥中
心’智能系统建成后，实现了‘一屏观全镇、一
网管全镇’的管理目标，乡村治理工作由以前
的人力巡防向人机交互巡防转变，由粗放式巡
防向针对性巡防转变，有力地提升了乡村治理
能力，让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

如今的洛川不仅是“苹果甲天下”的产业
大县，还是全面建设有洛川特色宜居宜业宜游
的美丽新果乡，洛川的农村正在成为安居乐业
的美丽新家园，一幅“果业强、果乡美、果农富”
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正在浓墨重彩描绘中。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你

耕地种田也能成为风景

绿水青山也能“变现”

“数字”赋能让乡村治理更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