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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型村居”绘美景 乡村振兴谱新篇
——“中国凉都·康养水城”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聂建云 顾冰洁 胡耀元

“自 3 月下旬陆续成熟上市以来，新联村
的樱桃已实现销售额 800万元左右，预计今年
新联村樱桃产业产值在 1400万元上下。”清明
节后，水城区发耳镇新联村 1200 余亩樱桃持
续续写着山乡的甜蜜时光。发耳镇副镇长、新
联村包村干部胡婷介绍，清明假期期间，发耳
镇樱桃采摘迎来小高峰，日均车流量在 3000
辆以上。

4 月春光灿烂，穿行在鸟语花香的新联
村，一片片挂满成熟果实的樱桃林，一个个沿
路售卖樱桃的种植户，一辆辆满载而归的进货
小货车，一坝坝茁壮成长的早春蔬菜……眼

前，一幕幕美好“丰”景，共同组成了新联村
的春日画卷。

“自然资源优势明显，农业产业是新联村发
展的关键基础。”发耳镇纬度低、海拔低、土地肥
沃又地处河谷地带，适合各种水果种植和农作
物生长，是有名的“果蔬之乡”，胡婷坦言，“作为
发耳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地理优势，新联
村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统筹发展了以玛瑙
红樱桃、蜂糖李、红心柚、杨梅、猕猴桃、早
春蔬菜等特色产业为主的农业产业6818亩。”

立足实际，顺势而为。“果蔬之乡”在自
然资源禀赋中声名鹊起，随着产业发展，一年

四季，凉都人吃上的第一口本土果蔬，皆在发
耳镇优良的热土之中孕育而出，一边丰富着消
费者的“菜篮子”，一边充盈着种植户的“钱
袋子”。

“成熟越早价钱越好，短短几天就已经卖
了 3 万来元，今年樱桃预计能卖 6 万多元。”
天气晴好，片片樱桃果熟催人忙。在新联村包
包寨组，村民李群群正提着篮子，在自家樱桃
基地采摘成熟樱桃，她介绍，自己家中共种植
了樱桃、枇杷、蜂糖李、杨梅等果树近 12
亩，都是在该镇农业服务中心的指导下种植。

乘着产业发展春风过上好日子，李群群一

家是新联村众多果蔬种植村民之一，她说：
“原来种植传统农作物，不仅随时都要费工看
着，收入也不高。如今种了果树，既节省了管
护时间也增加了收入，自己和丈夫分别在附近
学校食堂和煤矿上班，每年综合收入有二十来
万元。”

发展的基础不断夯实，田园奏响了前进的
欢歌。

2021 年，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发耳镇重
点推进新联村“产业型”村居建设，以包包寨
组为点，充分征求群众意见，投资 200 万元，
新建设 4000米农耕步道、242盏太阳能路灯、

5000 米引水管道及农业喷灌设施等，通过激
活一个点、带动一大片的方式，进一步提升了
村庄品质“颜值”，弥补了灌溉“短板”，提升
了农业现代化水平及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

黔山贵水，业兴民富。作为水城区以“产
业型”村居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之一，发耳镇
镇长叶维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新联村产业
发展基础扎实，群众积极性高，下一步，我们
将从龙头企业引进、产品品牌打造、人居环境
治理等方面入手，将产业优势、质量优势转换
为群众的增收优势，进一步让群众富起来，乡
村美起来。”

【“产业型”村居】 新联村：黔山贵水兴业富民

这是撕掉千百年来贫困标签的再次出发。
这是接力建设幸福水城愿景的探索实践。
这是赓续振兴乡村发展目标的铿锵步伐。
发展的“接力棒”在伟大的胜利中交接，新的“赶考之路”已然铺就，重整戎装，向着乡村振

兴的既定方向，同心出发。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如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如何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如何在变局中奋楫勇进？

水城区协力作答，创新前行，将 30 个乡 （镇、街道） 179 个村 （社区） 分为乡村振兴引领示范
村 45 个、重点推进村 81 个、夯实基础村 53 个，并谋划将 45 个乡村振兴引领示范村分类为产业型、

工矿型、文旅型、生态型、康养型“五型村居”打造，有力地拉开了乡村振兴的帷幕。
只有团结奋进，才能跨越赶超，在踔厉奋发的关键之年，水城区确定了 2022 年度先行建设产业

型村居 10 个、工矿型村居 4 个、文旅型村居 3 个、生态型村居 8 个、康养型村居 4 个。以 29 个“五型
村居”示范点的先行先试，在水城区深入开始了一场由政府、社会、市场、群众共同参与的乡村振
兴火热实践。

时光荏苒，苍山沟壑，映照着奋斗不息的发展初心；历尽千帆，沃野田园，铺展着追寻幸福的
乡村画卷。朝着谱写“中国凉都·康养水城”高质量发展的新愿新景，朝着同一个振兴乡村的宏伟
方向，水城区干在实处，勇立潮头，于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位于水城区尖山街道的观音山社区，因铁
矿而兴，因“三线”建设而荣耀，高峰时期，
有 3万多人在这里工作、生活，李家寨组甚至
有着“小上海”之称。

展开历史的时间轴，1965 年，鞍钢 1000
多人的“三线”援建队伍陆续进驻观音山矿，
开始矿区前期勘探建设。10年后，铁矿石源源
不断运出观音山，投入新建不久的水钢炼钢
炉。2015 年，在掘出 1900 万吨铁矿后，资源
不可避免走向枯竭。昔日热闹的矿区，只剩下
80名左右的工作人员。

忆往昔，“三线”建设者，在这片不毛之
地开矿生活。拔地而起的砖瓦楼房、工矿小区
以其巍然屹立的姿态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变迁。

沧桑岁月，带走“三线”建设者的青春年华，
也刻印在社区的建筑之上。伴随着历史前行的
脚步，社区里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厂矿小区落后
于发展步伐，设施老、环境差等问题普遍。

“路面坑洼，路灯损坏，整体环境不尽如
人意。”70多岁的老住户严万学说，作为矿区

的老人，自己在观音山社区居住了小半辈子，
见证了观音山的辉煌和没落，退休后苦于小区
设施落后，为了生活便利，年事已高的他选择
回到老家毕节织金县居住。

虽然离开了观音山社区，但这里作为严万
学的第二故乡，他始终关注着观音山的一草
一木。

2021年 6月，冷清了许久的观音山再次热
闹起来。“观音山社区要进行老旧小区改造。”
这一消息传到了严万学的耳边。同年 7月，观
音山社区开始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对辖区内
162 栋 4034 户房屋以及道路、广场、排水管
网、路灯、绿化、监控系统等进行改造。

考虑到观音山矿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改造
过程中，施工方充分挖掘“三线”文化，彰显

“三线”精神，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尽力保
留老旧房屋的外观、立面。同时充分利用老旧
房屋的旧砖瓦、老物件，将曾经的“三线”记
忆尽可能地保留下来。

“去年，借助老旧小区改造和‘工矿型’

村居建设的契机，我们结合辖区‘三线’文化
底蕴丰富的优势，对污水管网、基础设施、居
民房屋的室内外等进行了改造提升，建设了休
闲文化广场，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的生产生活环
境，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观音山社
区党总支书记吴永鹏介绍。

通过改造，观音山社区发生了显著变化。
目之所及，房屋外表变得干净漂亮，各小区内
还增加了绿化带、健身器材、垃圾箱等，居民
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舒适。今年 2月，短暂离
开观音山的严万学也回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地
方，“基础设施好了不说，环境也优美，居住
更方便。”

如今，走进观音山社区，你能在这里感受
到历史与未来的交集，“旧时光”与“新容
颜”的相汇。

“接下来，我们还将盘活社区‘三线’文
化资源，将其打造成‘三线’文化体验园，让
观音山被更多的人看到。”吴永鹏说，对于未
来，观音山已找到方向。

【“工矿型”村居】 观音山社区：“三线”矿区换新颜

春日暖阳下，水城区海坪彝族风情小镇
格外耀眼。彝族特色的土墙、茅草、图腾等
元素与现代建筑融为一体，别具风情。

小镇进出口处，十几家售卖羊肉粉、羊
汤锅、洋芋豆腐、凉皮凉粉等美食的店铺沿
路排列着，小吃品类齐全，生意火热。赵庆
贤家经营的羊汤锅店便在其中。

“我们这里彝族文化氛围浓厚，常常有
游客来体验民族风情。尤其是举办火把节
时，更是人山人海。”今年 54岁的赵庆贤是
土生土长的海坪街道阿娄社区人。2020
年，随着景区逐渐发展完善，看到游客越来

越多，赵庆贤瞄准机会，在海坪彝族风情小
镇门口的小吃街开起了羊汤锅店，同时售卖
烤洋芋、鸡蛋、凉粉等小吃。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收入上万元不成问
题，而且还忙不过来，要请人来帮忙才
行。”算起收入账，赵庆贤的嘴角止不住上
扬，坦言道，“商机随着旅游开发而来，我
们的收入全靠景区的发展。”

阿娄社区位于水城区野玉海山地旅游度
假区的核心区。近年来，社区通过整合周边
资源、创新经营模式，以易地扶贫搬迁为核
心，以彝族文化开发保护为框架，走出了一

条旅游资源开发与彝族文化保护并行的发展
路 子 ， 入 选 国 家 “200 个 美 丽 搬 迁 安 置
区”，年游客接待量达60余万人次。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易地扶贫搬迁社
区，阿娄社区总人口有961户 4347人，少数
民族占 30%以上，其中，彝族占比 28%左
右，彝族文化源远流长、氛围尤其浓厚。除
了每年农历六月举办彝族火把节，当地还经
常开展民族山歌对唱、拦门酒、竹竿舞、打
秋千、彝族年、彝族祭山节等活动。

根植民族文化，推进旅游发展，凭借着
优良的消夏避暑气候条件及位于野玉海山地

旅游度假区核心区域的优势，越来越多的游
客走进阿娄，在火把节围着篝火尽情唱跳，
持续到深夜；参观世界鞭陀文化博物馆、彝
族历史文化博物馆和民族风情街；体验 5D
实景玻璃桥和观光小火车……

受到关注后的阿娄社区，紧扣“文旅”
二字，不断利用各项资金，完善路灯、步
道、植被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动员居民开
办民宿、餐馆、农家乐、小卖部等，让大家
享受旅游发展的红利。如今，在阿娄社区，
像赵庆贤一样吃上“旅游饭”的约有 100来
户。其中，包括彝心彝意特色民宿、彝哈拉

特色民宿等在内的特色民宿，共有 79间 120
个床位，目前正在规划增加彝族特色民宿
24间 48个床位。

2021 年，水城区将阿娄社区定为“文
旅型”村居，探索民族文化传承与乡村旅游
融合发展。“区里将我们定为‘文旅型’村
居的示范点，既是肯定，也是鞭策。”阿娄
社区党支部书记陈堂梦说：“接下来，我们
将向着打造和完善民族文化体验园、洞穴休
闲吧、新建精品民宿等方向，进一步盘活现
有资源，丰富旅游业态，让更多人吃上‘旅
游饭’。”

【“文旅型”村居】 阿娄社区：民族文化赋能发展

从六盘水市区沿着水黄公路驱车 20 分
钟后，一道从山崖凌空而下的瀑布映入眼
帘，顺着瀑布奔腾的方向望去，山脚一个村
寨坐落于此，村子四周群山环抱，清幽静
谧，村内细流潺潺，景色别致。

如今提到滴水岩村，景色宜人，是许多
六盘水人对它的第一印象，周末到这里开启
一场“清心养肺”之旅已成为一种时尚。

位于水城区以朵街道的滴水岩村，曾经
水土流失严重。

“小时候，站在村里放眼望去，只能看
到满山的石头和黄土。”回忆曾经，滴水岩
村党支部书记赵辉直摇头。赵辉出生于

1985 年，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大人们总
是辛勤耕种，却难有收成。

广种薄收，村民生活艰难。尽管如此，
由于彼时滴水岩村交通不便，村里大多数人
依然选择继续开垦土地生活，如此循环反
复，生态环境日渐糟糕。

直到 1993年，村里发生了严重的水土流
失，将地里的庄稼乃至村里不少财物都冲走
了。时任滴水岩村党支部书记的王大林意识
到，治山治水，已成为滴水岩村的必行之路。

滴水岩村支两委开始动员村里人承包荒
山荒林种树。可种粮食都艰难生活的村民，
对种树更是毫无兴趣。在村干部不撞南墙不

回头的坚持动员和带头下，2000 年，滴水
岩村迎来了第一抹绿——种下7600亩柳杉。

2003 年，依托退耕还林政策，滴水岩
村继续大面积造绿，1万亩被过度开垦的土
地种上树苗。

2004 年，水黄公路建成通车，滴水岩
村与外界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村里的年轻人
走出大山到外追寻不一样的生活，赵辉也跟
随着大家的脚步离开村子。

赵辉曾以为自己不会再回到这个小村
庄，却在一次返乡探亲时改变了想法。“曾
经种下的树苗已成林，记忆中的荒凉不再，
四处皆绿。”村民们也告别了贫瘠的土地，

养起了牛羊，生活大变样。更让赵辉意外的
是，滴水岩甚至成为许多市民游玩的目
的地。

2017 年，赵辉回到村里当选滴水岩村
村委会主任，2020 年当选滴水岩村党支部
书记。接过绿色发展的“接力棒”，赵辉踌
躇满志：“去年，我们村被定为水城区‘生
态型’村居，我们将借此契机放大滴水岩的
生态优势，和当地民俗文化结合起来，把绿
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书写乡村振兴的滴水
岩故事。”

赵辉介绍，滴水岩村已引进了凉悠悠文
旅开发公司，综合投入 1000 余万元做农文

旅开发。景区以山水瀑布为经，以民俗文化
为纬，围绕当地文化做文创，形成“瀑布水
上乐园+非遗美食+汤泉民宿+农耕研学+快乐
书吧”的旅游综合体。目前，瀑布水上乐园
等正在建设中，景区预计在“五一”期间能
向市民开放。

曾经走出去的年轻人，也在慢慢回归，
今年以来赵辉总能接到大家的电话，内容是
与赵辉商议在村里开农家乐和民宿。

从雨水一来就会裹挟着泥沙冲刷而下、
满目疮痍，到绿水青山、赏心悦目，20 多
年间，滴水岩用精彩的实践，唱响绿色主旋
律，谱写生态文明曲。

【“生态型”村居】 滴水岩村：绿水青山清心养肺

别具一格的乡村巷道，宽敞整洁的农家
庭院，完善高效的污水处理……走进水城区
蟠龙镇百车河社区滥窖田，村寨临水而栖，
阁楼依山而建，一个被鲜红透亮的樱桃果树
包围的美丽田园乡村跃然眼前。

“这里是省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
成示范试点，也是我们‘康养型’村居打造的
新成果。”穿行在滥窖田阡陌交错的农家巷
子，一条条石板步道装饰着精美栅栏，看着已
进入收尾阶段的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蟠
龙镇党委书记袁健说，“示范试点紧扣‘山水
相依·幸福甜园’主题进行打造，预计在‘五

一’假期期间全面改造完成，届时，百车河社
区就又多了一个避暑康养打卡点。”

提及百车河社区，许多人并不陌生，高
耸云端的阿戛大山和蟠龙大山相依在此形成
了一条狭长的河谷地带，通仲河从中穿过。
这里曾因周边少数民族群众在河两岸建造数
百台水车用于灌溉农田，故得名百车河。早
在 2011年，依托近郊优势及自然资源禀赋，
水城区便已开始聚力打造百车河景区。

如今，百车河景区已发展成了集温泉小
镇、水车博览园、河滨风光带、特色民居、
水果采摘等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国家 4A

级景区，每年游客量达60万人次左右。
“2011 年 11 月 11 日开工建设！”细数发

展，忆苦思甜，依托景区建设早早过上小康
生活的百车河社区居民顾建平，依然清晰记
得景区开工建设的时间，记得动员时的那些
激动人心的话语。他说，“背靠景区，我开
农家乐、种果树、养蜜蜂，成功挥别了原来
的穷日子，如今百车河迎来‘康养型’村居
打造契机，未来必然更美好。”

百车河凭借生态气候及民族文化优势推
进旅游景点开发，随着基础夯实，这里有了
便利完善的交通路网，开通了旅游公交专

线。同时，辖区红心猕猴桃、玛瑙红樱桃等
经果产业发展也日趋成熟，社区群众在农旅
融合发展中吃上“旅游饭”，年人均收入达
15000余元，人人充满发展激情。

在“康养型”村居打造中，蟠龙镇由点及
面拓展发展格局，投入资金 2000 余万元，在
百车河景区外的滥窖田片区进行景区延展，
对覆盖的仓脚、河边苗寨、蔡家梁子等 5个自
然村寨，重点推进产业发展、农房改造、公
共服务和公用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乡
风文明等 5个方面的项目建设，并动员引导
农户打造民宿、餐饮一体民房 2栋，积极探

索“党建+乡贤+村民自治网格”基层治理模
式。内外兼修，充分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我们有条件、有基础、也有信心推动
百车河‘康养型’村居打造。”展望今昔蝶
变，憧憬未来愿景，袁健满怀信心，“目
前，百车河社区已发展了农家乐、酒店、民
宿等乡村旅游经济体 60 余家，下一步，我
们还将紧紧围绕‘康养’二字，在沿河区域
开发皮划艇、山地自行车、垂钓、百亩稻花
鱼等旅游业态，在景区发展的人流‘虹吸’
中以点带面，实现‘康养型’村居的全域发
展。”

【“康养型”村居】 百车河社区：田园乡村康养身心

新起点赋予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
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进程中，水城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
以大党建引领大振兴，全面梳理和提炼小城
镇、自然村庄、民族村寨特色和优势，点面
结合、分门别类、融合统一、梯度建设“产
业型、工矿型、文旅型、生态型、康养型”
村居，以“五型村居”建设为抓手，生动演
绎了一个西部县域的乡村振兴实践。

立足特色文化，以“五型村居”擘画乡

愁故园。水城区是一座文化丰富、特色明显
的城市，生态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

“三线”文化等在这方宝地上历久弥新、熠
熠生辉。“五型村居”打造中，水城区立足
特色和文化，进一步放大优势、弥补不足，
充分发挥“中国凉都·六盘水”的“主场”
优势，全力做优做特山地产业、转型发展、
文化体验、避暑康养、冰雪运动等，全面在
广大乡村擘画了一个美丽田园、乡愁故园。

强化战略思维，以“五型村居”回答时代之

问。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如何在现代化进程
中探寻乡村振兴的道路？水城区以“五型村
居”建设探索实践创新，回答了这个时代之
问。通过“五型村居”建设的示范引领，水城区
以点带面、点面结合，逐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
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底线，致力将绿水青山的资源优势转化
为山地特色产业发展优势，进一步筑牢民生之
基、消除返贫之忧、书写山地之美。

统筹精准谋划，“五型村居”实现集成

发展。以“五型村居”建设为抓手和契机，
水城区精准谋划，通过类别划分和梯度发
展，筑牢一个党建堡垒；实现建成城乡融合
发展和三产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区两大
发展目标；实现产业、生态、利益三个重点
重塑；聚焦特色、发展、幸福、健康，构建
高品质农产品生产空间、高活力创新创业空
间、高品质居住生活空间、高颜值生态康养
空间的四高优质空间，系统构建“一二三
四”的“五型村居”集成发展体系。

推进“六大工程”，“五型村居”补全系统
保障。水城区“五型村居”建设，既是国家乡
村振兴战略的水城行动，也是围绕“四新”主
攻“四化”的生动实践。在“五型村居”建设
中，水城区奋力推进产业振兴、组织振兴、人
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资金保障“六
大工程”，开展产业集群打造、组织基础夯实、
人才队伍建设、乡土文化培育、山水林田湖草
治理、建设资金支持等，全面保障“五型村居”
建设，积极构建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

【经验】 “五型村居”建设：一个西部县域的乡村振兴实践

玉舍森林公园清凉一夏。 姚咏 摄

→水城区百车河温泉。 姚咏 摄

↓春到百车河。 姚咏 摄

水城经开区铝加工企业，工人在铝加工自动生产线上作业。 邓刚 摄

水城区玉舍雪山滑雪场。 姚咏 摄

延绵的猕猴桃基地。 姚咏 摄 美丽的水城城区。 姚咏 摄 龙场白族小镇。 姚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