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2 日，新龙县措卡湖景
区，小雨初歇，一道彩虹横跨湖两
岸。来自广西玉林的周先生兴奋
地将美景拍下来，迫不及待地发
到朋友圈。

“我自驾车到新龙县10多天
了，我去过拉日马草原，红山丹霞
景区，去看过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波日桥，到过布鲁曼官寨遗址，
还有卡瓦洛日景区、皮擦七彩林
景区，新龙县所有的景点，我几乎
走了个遍。多次来过新龙，之所以
百看不厌，是因为这里独特的旅
游资源和人文景观吸引了我。”周
先生向笔者翻看着他精心拍摄的
新龙美景赞不绝口。

红山丹霞，地处新龙县银多乡
阿色一、二村，平均海拔4100米，
核心区域长约18公里，平均宽度
约2公里，是迄今为止全国涉藏省

（区）中所发现的海拔最高、区域最
广、景色最壮观的丹霞地貌。其造
型奇特、绵延百里，山体色彩斑斓、
群峰娟秀，山峦挺立、气势磅礴，既
是高原景观雄奇之美的“代表”，更
是游客摄影的“天堂”。

早在 2018 年 8 月上旬，新龙
县成功举办了第十八届全国红层
与丹霞地貌学术讨论会暨旅游发
展研讨会。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
霞研究工作组宣布：新龙丹霞地貌
是目前全国涉藏省（区）中所发现
的规模最大、景观价值最高、具有
成为世界级丹霞地貌潜质的丹霞
地貌分布区。国际地貌学家协会丹
霞地貌工作组主席彭华对新龙丹

霞地貌评价道，“甘孜新龙丹霞是
四川省内品质第一，青藏高原上景
观最好，国内顶级，具备冲击世界
级品牌潜质的丹霞地貌。

今年1月13日，新龙县委、县
政府与州文旅集团签订新龙红山
旅游景区开发合作协议，预计总投
资6.25亿元，将以打造国家5A级
景区为目标，保护性开发为基本原
则，实现旅游扶贫，丰富红山观光、
藏寨文化体验、高端民宿以“旅游+
N”为发展模式开发，建设完成后
景区预计日接待游客8000人次，
全年可接待游客216万人次。

“随着格萨尔机场的正式通
航，新龙县知晓度和美誉度不断
提升。2019年全县接待游客38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18 亿元。”
采访中，新龙县委书记泽仁旺堆
坚定地表示，“新龙县将以红山地
质公园和措卡湖景区为示范，加
快其他景点开发，期待康巴红新
龙成为最红的旅游目的地。”

据悉，新龙红山旅游景区开
发将红山打造成新龙县旅游门
户、川藏线上的重要旅游节点，联
动甘孜格萨尔王城、德格印经院、
色达等旅游产品互补，打造我州
北路旅游环线和川西知名旅游目
的地，最终实现旅游富民兴县。

新龙县将以红山开发为核心、
做好“旅游+”，有序带动全域旅游
发展，把红山打造成为康北片区的
核心旅游产品，最终形成“南有稻
城亚丁、北有新龙红山”的全域旅
游新格局；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和国家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为抓手，紧扣全州“三环一带两地”
和全县“一心两廊三核多节点”全
域旅游发展布局，大力发展山地旅
游、乡村旅游、红色旅游和研学康
养旅游。推进文旅与农业、牧业、体
育、教育、康养等重点领域融合发
展，聚焦自然、人文、民俗、非遗、传
统村落、历史文化等核心资源，着
力打造“康巴红·新龙”文旅系列产
品，让全域旅游在康巴红·甘孜腹
心地遍地开花。

“以前，看着城里人跳广场舞，
我们特别羡慕；自从村里有了文化
广场后，我们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
活。我们德麦巴村是新龙有名的

‘锅庄之乡’，村里有两个文化旅游
广场，每天傍晚时分，村民们都会
自发到广场跳舞，这日子既像在天
天在过年，更像是城里人的生活！”
9月12日晚，正在博美乡德麦巴村
农家书屋看书的村民莫恩乐呵呵
地对笔者说道。

在尤拉西乡尤拉西村，偌大的
文化墙上，精心制作的宣传内容格
外引人注目：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从“爱党爱国、诚信包
容、孝善为先、感恩奋进”的村民精
神，到“孝善立村、依法治村、生态
美村、文旅兴村、产业富村”的发展
思路；从“保护环境用加法，越加越
美、治理污染用减法，越减越少、致
富奔康用乘法，越乘越快、革除陋
习用除法，越除越新”的加减乘除，
到“家庭和睦、邻里融洽、喜事俭
办、婚事新办”的文明新风；从“凡
事守法、遇事找法、办事依法”，到

“打架寻仇害处大、依法办事好处
多”的法治宣传……

“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群众参
与是关键，他们既要当观众又要
当演员，只有这样才能把文化

‘种’下去。”县政府县长董德洪深
有感触地说。近年来，新龙始终坚
持以实施“润育工程”和文化惠民
工程为抓手，投入文化惠民资金，
着力打造了风格各异的群众文化
品牌，鼓励民间文艺爱好者自编
自导自演节目，引导群众从“观
众”向“演员”转变；在开展群众性
宣讲和“四下乡”活动的同时，千
方百计挖掘和提升乡土艺人，使
之更好地传承民族优秀文化……
这一系列务实举措，确保了该县
从“管文化”向“送文化”“扶文化”

“种文化”的华丽转身。
目前，全县各个乡镇和不少村

都组建了群众业余文化演出队，一
年四季几乎是“天天有歌舞、周周
有活动、月月有主题、季季有高潮、
场场都精彩”。如今，农牧民群众的
娱乐活动多了，邻里间的纠纷少
了；谋发展求致富的多了，游手好
闲的人少了……新龙人民群众精
气神发生了崭新变化。

今年3月下旬，新龙县大盖乡汤孔
村全村人均分红692.3元。村民英英高
兴地说：“以前我种植土豆基本上是靠
天收成，产量低、收入低。后来，援藏干
部教会我科学种植土豆，产量提高了，
他们还帮忙销售，每斤卖到了 3 元钱。
我通过土地流转、劳动务工、集体经济
分红三项收入，一共领到了10990元现
金。我家顺利实现了脱贫。”

汤孔村有39户225人，建档立卡贫
困户18户88人，属深度贫困村，全村主
要经济收入来源靠虫草采挖和各项惠
农补贴。2019年，该村在县发改局和广
州市援藏工作队的帮扶下，种植了马铃
薯200余亩，并成立了新龙县汤孔种植
专业合作社。2019年，该村通过省内定
点帮扶单位宜宾学院以购代捐模式，成
功销售高原特色马铃薯44507斤，销售
额达到155777元，户均增收3994元。

新龙县致富带头人呷绒多吉在雄
龙西乡里义村建起藏香厂，去年 7 月，
他带着藏香到深圳参加博览会，产品受
到一致好评。“目前，我们的藏香远销成
都、青海、福建、深圳、上海、山东等地。”

呷绒多吉的藏香厂即使受规模和制香
药材季节性限制，一年藏香产量亦可达
1000公斤至1500公斤，年收入近40万元。

“现在我不仅要自己制香，还要教
村民怎么做，以此增加村民的收入。”制
香繁忙时，藏香厂会请 10 多个村民来
帮忙，每人每月能收入2000多元。

贫困户扎西尼玛是藏香厂固定员
工，现在是技术骨干。来藏香厂工作之前，
全家收入皆来自青稞、小麦，家里依靠低
保和政府各类政策性补贴，全家一年最
多有1000元存款。现在，扎西尼玛每年
固定时间在藏香厂做技术工，100元钱一
天，全年可增加收入1.5万元至1.8万元。

“琼益菌业的产品品质优良，市场
反响不错，去年的纯利润达到了 15 万
元。”来自宜宾的援建技术指导李冬波
又收到了一个新订单，忙着联系发货。

在新龙县尤拉西乡尤拉西村，由宜宾
企业无偿捐资筹建的琼益菌业，主要从事
松茸、虎掌菌、青杠菌等野生食用菌的收
购、加工以及销售业务。在各种菌类出产
的3个月时间，共收购松茸2万多公斤，杂
菌2000多公斤，年产值已达300多万元。

村民四龙泽仁说：“以前我们挖回
松茸，都是简单冲洗晾晒。通过学习后，
我才知道松茸嫩，要轻洗，切的厚度也
关键，和晒的时间长短密切相关。”四龙
泽仁很感慨，“以前我们都是把松茸打
堆卖掉，也不分大小优劣。现在学会了

分等级卖，低等级保本，高等级赚钱，同
样一堆松茸，卖的钱要多出三分之一。”

产业良性发展，带动了新龙群众持
续增收，在距县城37公里的宜新农业科
技示范园区可控化温室大棚地里，海椒、
西红柿等十几个品种的蔬菜长势喜人。
秋日暖阳下，正与几名工人一道劳作的
园区负责人鄢树权笑容满面地说：“这个
园区是宜宾对口援助新龙打造出来的农
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别看面积只有120
亩，但‘种养加’一条龙、‘农旅文’一体化
的发展模式，让园区前景特别看好。”

据县农牧局总农艺师马春芳介绍，
园区内年产各类蔬菜 23 万公斤，出栏
藏猪 1000 余头，藏鸡 3000 余只，再加
上餐馆、超市、电商平台等的收入，年总
产值突破了500万元；通过园区高新技
术 产 业 化 试 验 示 范 推 广 优 良 品 种
13650亩，总产值达2440万元，每亩为
农户增收800多元。

博美乡德麦巴村 200 亩优质马铃
薯种植基地出产红心马铃薯9万公斤，
销售收入达 60 万元，带动全村人均增
收900余元，集体经济收入达12万元。

园区发展了，受益最大的更是群众。
园区采取“专业合作社+园区+农户”的经
营方式，形成了从技术、生产、加工到物流
的产业链条。目前，周边10个贫困村的专
业合作社将500万元集体经济投入到园
区建设中，每个贫困村年终可保底分红
8.5万元；园区每年培训新型农牧民1500
余人次，引领带动县域5个乡12个贫困
村形成以县城区域为特色蔬菜、藏猪和藏
鸡的新型产业圈。同时，园区为周边50多
名贫困群众提供了季节性就业岗位，每人
每天120元的务工收入。

新龙县以打造农旅融合体为目标，
措卡农庄建设紧锣密鼓，开门迎客指日
可待；在拉日马镇扎宗村新建改建两个
牦牛养殖集体牧场，新建牲畜暖棚197
座、打贮草基地9600亩，如今年饲养牦
牛800头的集体牧场运转有序；在大盖
镇建成1460亩油菜花观光基地，在绕鲁
乡相堆村建成300亩优质脱毒马铃薯良
种繁育基地，在子拖西乡建成13万袋吊
栽木耳种植基地。如今，“三基地”已成为
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新龙县围绕做优特色，做强规模，
因地制宜发展高原油菜、高原土豆、畜
牧产品加工等特色种养产业，培育“龙
头带动、多渠营销、现代流通”的产业发
展体系，着力构建“龙头+基地+农户”的
产业发展新模式；新建或改造提升特色
农业产业基地 1.2 万亩，新建或改扩建
畜禽标准化养殖场（小区）1个，力求形
成年出栏各类畜禽 4.575 万头（只），以
稳定增加群众收入；投资6678万元，引
进食用植物油深加工企业1家，培育格
桑花商贸公司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5
家，农特产品生产加工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19个，组建益
农信息社 17 个，创建农业科技示范户
270户……眼下，以“一村一产业，一乡
一品牌”为目标的特色产业培育和“互
联网+现代农业行动”正在新龙风风火
火地展开，“一园一场三基地”正联袂上
演着新龙产业发展的连台好戏。

百尺竿头勤跨越，万里征程亦可
期。如今，新龙县以更大的力度、更快的
速度全力推进，让圆梦小康的愿景正在
成为渐行渐近的美好现实。

产业扶贫让群众富起来

◎周权 向保林 杨雪涛 文/图

农旅融合展新颜
发展乡村产业，对

摆脱贫困、防止返贫、持
续减贫具有普惠带动作
用，对促进农民就业增
收、致富奔小康具有特
殊重要作用。地处高山
峡谷中的新龙，既无区
位优势，更无优势产业
可言。“一个背篼装不
下，一辆汽车装不满”，
产业发展的举步维艰，
曾让深陷贫困中的新龙
人一筹莫展。新龙县发
展什么产业？从哪里入
手？近年来，项目投资的
难中求进与产业培育的
破困前行，伴随着新龙
县超过数十亿元的项目
投资、财政涉农资金和
援建资金的到点到位，
使得以“脱贫攻坚、基础
设施、产业培育”为主抓
手的发展路径，在全县
上下的实干苦干中转化
成了脱贫攻坚的连战连
胜，转化成为广大农牧
民群众获得指数与幸福
指数的大幅提升。

◎周权 向保林
杨雪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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