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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河：呵护绿水青山 百姓安居乐业
欧阳章杰

台江翁你河穿城而过，碧波荡漾，柳绿花香。河两岸的步道上，迎着清爽的晚风，
市民纷纷出来散步纳凉，很是惬意。“河边景很美，我每天傍晚都来散步，很热闹。”市
民张女士开心地说。

近年来，台江县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城市建设的重点，实施城区环境净化、美化、绿
化、亮化等综合整治工程，建设宜居县城，面貌焕然一新。从县城到乡村，立足实际，持续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形成了安居乐业的新景象。

南宫镇地处台江县南部、雷公山腹地，境
内有南宫国家级森林公园、雷公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南宫州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达
80%。近年来，南宫镇展啊村探索出一条在生
态保护红线内发展绿色经济之路。

“整个村 80%的面积都在生态保护红线内，
大部分是生态公益林，不准采伐，靠山不能吃
山，怎么摆脱贫困？”村支书张胜刚道出了当时
的困惑。

2014 年，展啊村还是一个深度贫困村，贫
困发生率高达 51.03%，当时几乎没有拿得出手
的产业，没有集体分红，群众难以实现增收，
大部分村民选择外出务工挣钱。

“没有产业，就留不住村民，更不能在家里致
富。”张胜刚说。展啊村拥有着大片的山林，于是
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把目光投向了山林。

山里，有很多野生的中药材，其中不乏黄
精和白及，为什么不能发展中药材种植呢？既
不破坏生态，又能拓宽村民致富之路，这个想
法在当时得到部分村民的支持。

经过多方努力，2019年该村流转了 1000余亩
集中成片的山林，全部用于种植黄精。2020年，群
众从黄精种植项目获得 14.3万余元分红收益，稳
定脱贫 118户，同年 10月展啊村贫困户全部清零。

现在，展啊村林下黄精种植基地里的中药
材长势喜人，张胜刚算了一笔账，“预计亩产有
2000 斤以上，按照目前市场价每斤 5 元，亩产
值能够达到 1万元。明年收成时，我们的黄精就
变成了‘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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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县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不断厚植生态优势，通
过盘活土地资源，优化产业布局，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
也让绿色生态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新引擎。

近日，在台江县革一镇新江村的油茶基地里，工人正在
除杂草、管护树苗，现场一片繁忙。曾经一片荒山，如今林
木繁茂，郁郁葱葱，山头上的转变得从一个人说起。

十多年前，林德太拖家带口从外地来到台江经商，刚开
始开办了一家木材加工厂。在商海浮沉多年的他意识到，青
山绿水需要保护起来。他从木材商人变成了造林人。十多年
来起早贪黑，先后投入资金 500余万元，承包荒山荒地进行

植树造林一千余亩。林德太说，看着小树苗成树林，是他最
大的快乐。

去年，他负责的合作社承包了 1000 亩荒坡用来种油
茶，同时在油茶树下套种低矮中药材及应季瓜果蔬菜，实现
土地增收，产业多元化发展，昔日荒坡地变成了油茶园，成
为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目前，台江县林业部门大力加快林业产业基地建设，推
动林下经济及油茶产业，完成林下中药材4.72万亩、林下养
鸡 22.31 万羽、林下养蜂 1.84 万箱，实现林业综合产值达
12.04亿元。

厚植生态优势 推进乡村振兴

今年夏天，不少游客来到台江县南宫镇交密村
避暑。这个小山村藏在茂密的森林中，有林密水清
的视觉盛宴，有苗家风味的饮食体验，有“在矿泉
水上漂”的森林之漂，惊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台江县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立足“山、水、情、节”四
篇文章，突出“民族、生态、文化”3 张名片，深入实施

“旅游+”战略。走出了一条生态旅游和乡村振兴双赢
的有效路径，共享生态红利。

2020年，台江县环境空气质量指数优良天数比
例达 99.7%，县域地表水断面优良率 100%，千人以
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城镇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污水处理率分别达 90%和 85%，森
林覆盖率达69.34%，

如今，水清了、天蓝了，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
的向往，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接下来，台江县
将按照省委“一二三四”的总体思路和县委“活
力”“绿色”“开放”“和谐”“魅力”“幸福”台江发
展愿景，围绕“四新”抓“四化”，把生态文明建设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
中，一幅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画卷在“苗疆腹地”正
扑面而来。

美好生态
惊艳八方来客

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台江县登鲁苗寨。 杨晓波 摄

台江县红阳万亩草场。 杨晓波 摄

→ 清水江畔的
剑河县城。

台江县城风貌。
杨昌仕 摄

拥 有 72.42%森 林 覆 盖 率 的 剑 河 县 ， 全 县 林 业 用 地 总 面 积 为 250.9 万
亩，森林面积 235.71 万亩，是全国 28 个重点集体林区之一和贵州省 10 个
重点林区县之一，先后获得“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全国生态文明示范
工程试点县”“省级卫生县城”“省级双拥模范县”“省级森林城市”等 10

多项荣誉称号。
千百年来，当地的苗、侗群众靠着绿水青山的哺育，实现长足发展。随

着时代发展，如今剑河县干部群众正用自己的双手，谱写一曲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妙赞歌。

“十三五”以来，剑河县坚持以生态文明作为经济
发展的着眼点，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将生态资源作为剑河最宝贵的财富，注重生
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走进剑河县观么镇翻滚村，该村是剑河县林地资
源最为丰富的村落之一，全村林地面积达 1.86万亩。自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国家加大对植树造林事业的政策
鼓励，翻滚村便掀起了一股植树热潮。

“那时候国家鼓励造林，种树有补贴，土地也归种
树户，所以村民都很积极，每家每户都扛着锄头上山
种树，每天七八个人就能种几十亩的林地。”村民崔忠
会说。

今年 73 岁的崔忠会是翻滚村的退休村干，他表
示，如今村里早已养成了植树造林的习惯，每年都有
村民在山中种植新的树苗，而政府这些年也不断加大
村里的林业建设力度，规划林区，投入资金，还聘请
了 16 位护林员管护山林，保护村里的林业资源，现在
村子里靠着林业经济，钱包也都鼓起来了。

翻滚村的植树造林事业，仅仅只是剑河县林业发
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剑河县持续优化城镇空间布
局，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推进国储林、退耕还林等生
态建设，全面推行“林长制”，并在全县各村寨择优聘
用护林员5077名，严管235.71万亩森林。

今年上半年，剑河县便完成营造林检查验收任务
7.14万亩，其中：人工造林 2.32万亩，封山育林 4.82万
亩；完成优化林分林种结构调整 1.2243万亩；落实退耕
还林项目用地 1.1246万亩。

随着发展力度的不断加大，在剑河县林地资源加
持下，“林畜”“林药”“林果”“林蜂”等林下产业也
得到了快速发展。

目前，剑河县林业用地面积扩大到 250.9万亩，活
立木蓄积量提高到 1434 万立方米。林业经济利用森林
面积已达 35.4万亩，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累计达 105
亿元。

生态林业增绿富民

自剑河县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来，在农村大力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人畜混居整治和厕所革命等项目，
让美丽乡村“靓”起来，群众生活幸福感进一步提升。

剑河县革东镇宝贡屯村是苗族群众聚居村寨，以前村里
环境卫生整治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在脱贫攻坚期间，该村
通过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并把环境卫生纳入 《村规民
约》管理范畴，引导全体村民开展环境改善治理。

渐渐地，群众的自觉性、主动性有了很大提高。如今的
宝贡屯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村组路、入户路串起家家户户。

谈起村里人居环境的变化，村民宋芝忠感触很深。他
说：“驻村工作队来到村里后，入户宣传动员我们把房前屋后
的卫生搞好，通过他们的引导，我们已经养成了一种良好的
卫生习惯，我们村的卫生比以前干净多了。”

户外的卫生搞上去了，室内卫生同样不能落下，打理屋

子卫生，让屋里屋外干净整洁成了每家每户的日常习惯。人
居环境变好了，村民们发展的精气神也提上来了。

目前，剑河县已建成农村户用厕所 33359 个、农村公厕
226个，完成改厨 3710个、改圈 6431个，新安装农村照明路
灯 14826盏，建成污水收集管网 76.7公里，治理污水沟渠 17.1
公里，村容寨貌极大改观。

同时，剑河县不断加大对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提
升城市品质。

建成剑河华润希望小镇、滨江花园、江北豪庭、清江明珠、
清江幸福里等一批环境优美的高质量居住小区项目，城区公交
线路实现全覆盖，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城市活力进一步彰显。

“现在我们剑河有很多不错的高档小区，像我们这些在外
面打拼回来的，就想找一套理想的房子过下半生。”在外工作
8年回到剑河的生意人姜兴闻说。

城乡环境整洁亮丽

为全面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加快旅游产业
化步伐，促进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十三
五”期间，剑河县积极推进仰阿莎温泉小镇建
设，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建成4个3A
级旅游景区，剑河华润希望小镇建成投运。

日前，数百名外地旅行团旅客齐聚剑河
县，在当地导游的带领下，游客们泡温泉、坐游
船、尝美食，通过亲身体验、参观的方式感受着
当地特有的民族风情与人文风貌。

“看惯了我们那边的风景，现在看到剑
河的山和水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以前只听说过温泉，温泉还有药浴是
第一次见到。”

感受到了剑河县浓郁的民族特色以后，
游客们纷纷感慨道。

在剑河县华润希望小镇里，游客们即可
体验富有民族特色的苗绣、蜡染，还可亲自
采摘食用菌。在炎炎夏日的夜晚，游客还可
一边欣赏清水江美景，一边品味精酿啤酒，
不失为一种惬意体验。

通过打造“一城一湖一廊、两镇一区”六张
旅游名片，剑河县着力激活县城清江湖、一江两
岸、百里原始森林走廊旅游业态，构建形成了以
县城、仰阿莎湖、仰阿莎温泉小镇、华润希望小
镇、八郎古生物化石群景区、百里原始森林走廊
等重点旅游景区组团的精品旅游线路。

同时，通过大力唱响“仰阿莎”文化品牌，带动景
区周边产业，让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创业，实现
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我们家的农家乐才开业十多天就赚了八九千，比
出去打工好太多了。”剑河华润希望小镇所在地寨章村
村民田景贵说，预计一两年就能把装修的本钱赚回来，
到时候就是净收入了，说到这他的脸上满是笑容。

未来，剑河县将持续健全完善旅游要素综合配套，打造
智慧旅游，挖掘民族文化，丰富“旅游+”“+旅游”业态，构建文
体康旅、农工商旅融合特色鲜明的旅游产业化体系。

到 2025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60亿元以上，年均增
长 15%以上，旅游业成为剑河县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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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河县华
润希望小镇。

台江：守住生态红线 共享生态红利
杨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